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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图书馆协会成员馆建立的
数字学术中心调查分析

□鄂丽君∗

　　摘要　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ofResearchLibraries,ARL)成员馆的数字学术支持是

数字人文支持的扩展.ARL成员馆通过扩展服务、服务机构重组、与校内外机构合作等方式,建

立了数字学术中心.ARL成员馆的数字学术中心实施了建立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关系、开展数字

学术教学活动、设立研究员基金、深入支持数字学术项目研究等服务举措.借鉴于此,我国高校

图书馆应加强与校内研究机构的联系,探索建立数字学术中心的适合方式,培养具有数字学术服

务能力的馆员,开展数字学术相关培训并支持数字学术项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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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高校学

术人员的学术活动越来越依赖数字技术和工具,数
字学术(DigitalScholarship,DS)日渐成为学术研究

领域的新理念、新技术.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Ｇ
tionofResearchLibraries,ARL)是由美国和加拿

大的１２４所研究图书馆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由４２
所高校图书馆与研究图书馆的主管发起,于１９３２年

１２月在美国芝加哥成立.致力于解决与研究、图书

馆、高等教育、学术交流相关的问题[１].近年来,

ARL的一些成员馆为了满足研究人员的数字学术

需求,纷纷建立了数字学术中心,为科研人员开展数

字学术研究提供支持.我国图书馆界已经关注到北

美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支持,盛兴军、介凤、李红

培等对北美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学术中心进行了调研

分析[２－４],三篇研究论文共涉及１２所北美高校图书

馆的数字学术中心,但主要以美国布朗大学图书馆、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美国埃默里大学图

书馆等为数不多的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学术中心为重

点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内容涉及数字学术中心的目

标、服务内容、人员构成、空间配置等方面.为我们

了解北美地区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学术中心建设及服

务提供了参考借鉴.但上述文献未针对北美高校图

书馆数字学术中心的起源、建设模式、运作模式等方

面进行详细深入地分析.本文选取１２所 ARL高校

成员馆的数字学术中心为案例进行分析(美国１０
所、加拿大２所),对数字学术中心的兴起与发展、中
心的建立方式、中心的服务举措等进行详细分析.
这些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支持案例分别于２０１６
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发布于 ARL网站的学术交

流栏目[５].资料来自各成员馆数字学术中心相关人

员的陈述,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１　ARL成员馆数字学术中心的兴起与发展

ARL成员馆的数字学术支持是数字人文支持

的扩展.苏珊施赖布曼(SusanSchreibman)等指

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一些基于DOS的文本分析程

序得以发展,但这些新工具仍限于文本和语言分

析[６].马修G基尔申鲍姆(Matthew G．KirＧ
schenbaum)指出,甚至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仍然关

注文本,有２０多个电子文本分析中心建立,其中包

括哥伦比亚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弗
吉尼亚大学等 ARL成员机构.在２１世纪初,这种

关注文本的学术成果已经超出了传统印刷品的范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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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但是许多人对在人文领域使用数字工具和技术

仍然很陌生,以致于在２００１年,这类的成果被称为

“数字人文”[７].里克穆里根(Rikk Mulligan)指
出,经过１０年的发展,数字人文的概念已经不够全

面,数字人文将校园里各单位和多学科分割开来,实
际上这些单位和学科日渐成为合作的研究实体[８],
数字学术应运而生.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数字学

术是数字人文的扩展,数字学术可以应用在人文学

科在内的更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中.正如谢蓉等

所言:“目前,数字人文是图书馆为数字学术开展服

务的一个重点领域.”[９]

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学术交流部艾比史密

斯拉姆齐(AbbySmithRumsey)将数字学术描述

为:在学术中使用数字证据和方法、数字写作、数字

出版、数字策展和保存,以及学术的数字使用和重

用[１０].里克穆里根认为,这一数字学术的广泛定

义包括但不局限于: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地理信息系

统和数字地图、计算文本分析、文本编码、数字化与

图像、音频、３D建模、数字馆藏和展览、元数据的创

建[１１].里克穆里根指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一
些 ARL的成员馆为了支持数字学术,在图书馆内建

立了数字人文中心和数字学术中心;自２０００年以

来,建立数字学术中心的高校图书馆数量有所增加,
自２００５年以来,已经建立了超过２５个这样的中心,
仅２０１４年就新建立至少８个数字学术中心.ARL
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的调查显示,ARL成员馆中具有

特定数字学术责任的人员比例稳步增长;至２０１５
年,参与数字学术的员工比例已经达到９３％.很多

尚未建立数字学术中心的成员馆,计划在未来的１
至５年内建立数字学术中心,未建立数字学术中心

的成员馆,也都在校园内提供了集中式或分布式的

数字学术支持,包括开展服务工作、安排服务人员

等[１２].可见,数字学术已经引起了 ARL成员馆的

全面重视,数字学术支持将成为 ARL成员馆的一项

重要工作.

２　ARL成员馆数字学术中心概况

２０１７年３月,通过逐一访问１２４所 ARL成员

馆的网站,以了解 ARL成员馆建立数字学术中心的

概况.其中,共有６４所高校图书馆开展了资源数字

化、数据分析、媒体制作、可视化、地理空间信息分

析、数字出版等数字学术支持.其中５５所建立了支

持数字学术的以不同名称命名的中心,如数字学术

中心、数字研究与学术中心、数字学术实验室、数字

媒体实验室、地图与地理空间中心、地理信息系统与

数据实验室等.ARL成员馆建立的支持数字学术

的中心没有统一的名称,提供服务的侧重点也不同,
其中,有２１所成员馆建立了专门提供某种专业技术

服务的中心,比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建

立的数字媒体实验室[１３],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

建立的地图与地理空间中心[１４],堪萨斯大学图书馆

建立的地理信息系统与数据实验室[１５]等;有３４所

高校图书馆建立了综合性的数字学术中心,提供比

较全面的数字学术相关的支持,这类中心的名称中

多带有“数字学术”“数字”等词语;比如,哥伦比亚大

学图书馆建立的数字研究与学术中心[１６],罗彻斯特

大学图书馆建立的数字学术实验室[１７].研究案例

选取的１２所成员馆,都是建立了综合性的支持数字

学术的中心(表１),比如,圣母大学图书馆建立的数

字学术中心[１８],杜克大学图书馆建立的鲁珀特研

究、技术和协作共享空间[１９]等,下文统称为数字学

术中心,并根据其特点和服务内容,将高校图书馆数

字学术中心界定为:高校图书馆通过安排专门的工

作人员、设立一定的物理空间,提供必要的软硬件设

施,为研究人员的数据分析与可视化、传统资源数字

化处理与展览、地理信息系统应用和创建数字地图、
音频与视频等数字作品创作、数字出版、元数据创建

等学术工作提供专业技能、技术工具等支持,促进不

同学科的人员协作创新的机构.
由表１可知,１２所 ARL成员馆的数字学术中

心的名称中多带有“数字学术”“数字”“共享”“技术”
等词语,体现了 ARL成员馆的数字学术中心是为研

究人员提供数字学术需要的技术与工具、协作共享

的环境的基本特征.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图书

馆等成员馆建立的中心虽然以“数字人文”命名,但
已经在实际的服务中向除人文学科以外的社会科学

等学科提供服务.从建立数字学术中心的时间来

看,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最早建立数字学术中心,其于

１９７０年建立了信息技术服务部,但其正式开展数字

学术支持的时间为１９９４年;圣母大学图书馆、杜克

大学图书馆等５所高校图书馆都是于２０１０年以后,
建立本馆的第一个数字学术中心.从建立数字学术

中心的数量来看,布朗大学图书馆等２所图书馆都是

先后建立了３个数字学术中心,佛罗里达大学图书

５５

研究图书馆协会成员馆建立的数字学术中心调查分析/鄂丽君
InvestigationandAnalysisofDigitalScholarshipCenterinARLMemberLibraries/ELijun



2
0

1
8

年
第1

期

表１　１２所ARL成员馆建立的数字学术中心名称与建立时间

图书馆所属高校 名称 建立时间(年)

圣母大学 数字学术中心(CenterforDigitalScholarship) ２０１３

杜克大学
鲁珀特研究、技术和协作共享空间(TheRuppertCommonsforResearch,TechＧ

nology,andCollaboration)
２０１５

华盛顿州立大学[２０] 数字学术与监管中心(CenterforDigitalScholarshipandCuration) ２０１４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２１]

学术共享空间(ScholarlyCommons) ２００９
格兰杰工程图书馆创新、发现、设计与数据实验室(GraingerEngineeringLibrary

Innovation,Discovery,Design,andDataLab)
２０１６

爱荷华大学[２２] 数字学术与出版工作室(DigitalScholarship&PublishingStudio) ２０１５

布朗大学[２３]

数字学术中心(CenterforDigitalScholarship) ２００６

帕特里克马数字学术实验室(PatrickMaDigitalScholarshipLab) ２０１２

西德尼E弗兰克数字工作室(SidneyE．FrankDigitalStudio) ２０１６

弗吉尼亚大学[２４] 学者实验室(ScholarsLab) ２００６

佛罗里达大学[２５]
人文与公共领域中心(CenterfortheHumanitiesandthePublicSphere) ２００５

数字人文工作组(DigitalHumanitiesWorkingGroup) ２０１１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２６] 数字馆藏中心(DigitalCollectionsCenter) ２００１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２７] 人文数字研究中心(CenterforDigitalResearchintheHumanities) ２００５

麦克马斯特大学[２８]
刘易斯和露丝谢尔曼数字学术中心(Lewis& RuthShermanCentreforDigital

Scholarship)
２０１２

多伦多大学[２９]

信息技术服务部(InformationTechnologyServices) １９７０

学者门户(ScholarsPortal) ２００２

数字学术单位(DigitalScholarshipUnit) ２０１４

馆等２所图书馆先后建立了２个数字学术中心,这４
所图书馆都是由不同的数字学术中心共同支持数字

学术;其他８所图书馆都是建立了１个数字学术中

心.由此可见,数字学术中心逐渐被 ARL成员馆重

视,并呈现日益发展壮大的趋势.

３　ARL成员馆建立数字学术中心的方式与外界

资助

３．１　ARL成员馆建立数字学术中心的方式

ARL成员馆建立数字学术中心的方式包括四

种:(１)将图书馆原有的服务延伸和扩展,建立新的

数字学术中心;(２)将原来的学术服务部门合并,组
建新的数字学术中心;(３)与校内其他机构合作建立

数字学术中心;(４)与校外机构合作建立数字学术中

心.例如,杜克大学图书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

校图书馆等属于第一种情况.杜克大学图书馆于

１９９５年发布了数字馆藏计划,建立了数字写字间,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就开展了数据服务,随着数据

和地理信息系统工具变得更加有影响力,２０１２年成

立了数字学术服务部门,直到２０１５年,在研究空间

探索委员会的建议下建立了鲁珀特研究、技术和协

作共享空间,旨在为集中的数字活动提供空间.威

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图书馆自１９９４年建立了网

络服务器以后,就开始了数字项目的支持,该馆早期

致力于支持数字化:扫描照片、书籍、实验室笔记和

一系列其他模拟材料,然后将数字化的资料复制到

CD上;该馆于２００１年建成了数字馆藏中心,中心工

作人员通过建立更加一致的软件平台、工具和最佳

实践,支持数字馆藏和数字项目的发展,大多数项目

是开始于校内学术部门的教师,涉及生物学、非洲研

究、文学研究等部门的教师.爱荷华大学图书馆、弗
吉尼亚大学图书馆等属于第二种情况.爱荷华大学

图书馆于２０１５年建立的数字学术与出版工作室,是
合并了爱荷华大学图书馆的数字研究出版部门、校
内的公共艺术与人文数字工作室这两个机构.弗吉

尼亚大学图书馆于２００６年建立的学者实验室,合并

了图书馆的电子文本中心、地理和统计信息中心,以
及该校信息服务部门的研究计算支持中心.华盛顿

６５

研究图书馆协会成员馆建立的数字学术中心调查分析/鄂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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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立大学图书馆、佛罗里达大学图书馆等属于第三

种情况.２０１４年,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与该校艺

术与科学学院合作建立了数字学术与监管中心,这
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和艺术与科学学院长期合

作的升华.佛罗里达大学图书馆的数字人文工作组

是该馆与校内的人文与公共领域中心合作建立,数
字人文工作组是联合图书馆、人文与公共领域中心,
以及其他校园单位,共同提供数字学术服务,将数字

学术服务作为所有服务设施的一部分,为第一位的

项目和活动提供数字学术服务.多伦多大学图书馆

的学者门户属于第四种情况.学者门户位于多伦多

大学图书馆,是安大略省大学图书馆委员会的一项

服务,由安大略省的２１所大学共同出资建立,为这

２１所大学提供数字图书馆服务.学者门户通过最

近发布的安大略省图书馆研究云(OntarioLibrary
ResearchCloud)提供技术空间、文本内容和数字工

具,以支持文本挖掘和其他形式的数字学术.

３．２　ARL成员馆建立数字学术中心的外界资助

一些 ARL成员馆在建立数字学术中心时得到

了来自图书馆之外的资金资助,这对开展数字学术

支持提供了重要保障.比如,圣母大学图书馆２０１３
年建立数字学术中心时得到了校长界(Presidents
Circle)资助计划的资助,该资助计划是由大学校长

管理的年度资助计划,用于支持关键项目和正在进

行的圣母大学的优先事项.同时,经过３年的发展,
圣母大学图书馆已经于２０１６年决定扩建数字学术

中心,扩建得到了纳瓦里基金会１０００万美元的资

助,新的纳瓦里家族数字学术中心(NavariFamily
CenterforDigitalScholarship)将于２０１８年夏季落

成.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２００９年得到了刘易斯

和露丝谢尔曼基金会(Lewis & RuthSherman
Foundation)２５０万美元的资助,用于建设数字学术

中心,命名为刘易斯和露丝谢尔曼数字学术中心.
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利用这笔资金完成了米尔斯

纪念图书馆一楼的整修,同时,刘易斯和露丝谢尔

曼基金会还为中心的运营支出提供持续的支持.杜

克大学图书馆建立鲁珀特研究、技术和协作共享空

间时得到了捐赠者为“杜克向前运动”(DukeForＧ
wardCampaign)捐赠资金的支持.

４　ARL成员馆数字学术中心的构成要素

ARL成员馆数字学术中心的构成要素包括:人

员、物理空间、软硬件设施等.
首先,人员是数字学术中心的基本构成要素.

ARL成员馆建立的数字学术中心是依托强大的具

有专业知识的团队支持数字学术,为数字学术提供

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帮助.ARL成员馆数

字学术中心的工作人员涉及图书馆员工(Staff)、图
书馆 员 (Librarian)、博 士 后 研 究 员 (Postdoctoral
Fellows)、研究生研究员(GraduateFellows)、学生

工(StudentWorkers)等.其中,图书馆员工、图书

馆员涉及多个专业岗位.圣母大学图书馆、弗吉尼

亚大学图书馆等的数字学术中心的人员都是由图书

馆内人员及馆外的各类研究人员、学生构成,麦克马

斯特大学图书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图书馆

等的数字学术中心的人员都只包括图书馆内人员.
比如,圣母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学术中心包括５位全

职员工、８位全职图书馆员、１位博士后研究员,总计

１３位图书馆员工,分别为:１位主任、１位中心副主

任、１位数字项目专家、１位视觉资源管理者、２位媒

体数字化专家、１位数字馆员、１位地理分析系统馆

员、１位数字研究馆员、１位英语与数字人文馆员、１
位经济学与社会科学数据馆员、１位元数据与数字

项目馆员、１位数字馆藏馆员.圣母大学图书馆数

字学术中心的团队所具备的专业知识的范围和广

度,使数字学术中心能够在广泛的领域提供支持:地
理信息系统、数字人文、数据分析、文本挖掘、数字

化、元数据服务和数据管理咨询.
其次,物理空间及软硬件设施是数字学术中心

的重要构成要素.ARL成员馆建立的数字学术中

心为基于数字工具、数字技术开展数字学术项目研

究,以及跨学科的协作提供了必要的物理空间支持.
一些数字学术中心直接以“空间”命名,直观地体现

了物理空间这一要素.比如,杜克大学图书馆的鲁

珀特研究、技术和协作共享空间,伊利诺伊大学厄巴

纳－香槟分校图书馆的学术共享空间.杜克大学图

书馆的鲁珀特研究、技术和协作共享空间为项目团

队提供了工具及工作的物理空间,同时,提供旨在加

强数字学术能力的培训机会.所有学科的各级研究

人员都可以与数字学术服务工作人员、数据与可视

化服务工作人员交换意见,这些工作人员都在鲁珀

特研究、技术和协作共享空间办公,提供数据管理计

划、数据分析、数字工具、可视化、项目咨询、项目管

理建议等方面的技术帮助,以及最佳实践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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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以“空间”命名的数字学术中心也明确说明提供

了物理空间,比如,布朗大学图书馆的帕特里克马

数字学术实验室、西德尼E弗兰克数字工作室

提供了协作的物理空间和技术,并为跨学科的教师

及学生见面、一起工作,以及在交叉学科环境下互相

学习提供了物理空间条件.ARL成员馆数字学术

中心配备的电脑、数字化设备、音视频设备、各种软

件等软硬件设施,是数字学术工作所需要的基本的

工具.比如,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图书

馆的学术共享空间配备了一系列神奇的工具和技

术,包括:艺术图像数据库离线图像查看器、RStudio
反删除和数据恢复软件、oXygen可扩展标记语言编

辑器、IBMSPSS统计软件、ArcGIS平台和阿特拉

斯(Atlas)系统、Mendeley文献管理软件.

５　ARL成员馆数字学术中心的服务举措

５．１　建立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关系

ARL成员馆的数字学术中心与其他部门建立

了合作关系,合作部门涉及图书馆内、校内、校外等

部门,为全面支持数字学术起到积极作用.比如,爱
荷华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学术与出版工作室与图书馆

内相关部门、校内的其他部门都建立了合作关系.
爱荷华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学术与出版工作室与图书

馆几个部门密切合作,包括:保存与保护部、编目与

元数据部、图书馆信息技术部、研究与图书馆教学

部、特色馆藏部.同时,数字学术与出版工作室与爱

荷华大学的信息技术部建立了合作关系.伊利诺伊

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图书馆的学术共享空间与馆

内其他部门、校内其他部门,以及校外机构都有合

作.来自学术交流与出版部、研究数据服务部等部

门的图书馆员与学术共享空间密切合作,其他的图

书馆员也在定性数据分析、Python编程、其他数字

学术技术方面贡献自己的技能.学术共享空间也是

数字学术合作联盟单位之一,拥有来自校内外的合

作者,校内的合作者包括学术技术部、人文计算研究

所、艺术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教学与学习创新中心、
伊利诺 伊 人 文 研 究 项 目 组 等;校 外 的 合 作 者 为

HathiTrust研究中心.HathiTrust研究中心由伊

利诺伊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合作设立,该中心提供

研究工具,支持研究者进行大规模的文本分析,包括

先进协作支持项目,也有积极的推广和教育计划.

５．２　开展数字学术教学活动

ARL成员馆的数字学术中心通过开展教学活

动,宣传数字学术方法和工具,提高学术人员的数字

学术素养.比如,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的刘易斯

和露丝谢尔曼数字学术中心实施了校园范围内活

跃的教学方法,尤其是面向社会科学和人文.该中

心提供了健全的教学程序,其中包括启蒙的数字学

术研 讨 会 系 列 (Demystifying DigitalScholarship
WorkshopSeries);该系列研讨会于２０１４年开始,
已经连续开展了近２０次,提供适合每个人的系列主

题,从数字学术介绍,到数字人文技术、使用社会媒

体建立数据集、知识动员等.比如,２０１７年将要开

展的研讨会的主题涉及文本编码计划、３D打印、数
字历史与网络信息采集等[３０].在嵌入课程的教学

方面,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的刘易斯和露丝谢

尔曼数字学术中心有一个“一单元”课程(One－unit
Course),课程名称为“我们其余人的电子产品”(EＧ
lectronicsfortheRestofUs),该课程面向艺术与科

学项目及综合科学项目的本科生,教学生学习基本

的编码,学习如何使用 RaspberryPi微型电脑和

Arduino开源电子原型平台技术等.内布拉斯加大

学林肯分校图书馆的人文数字研究中心,目前通过

提供数字人文方面的课程来支持大学的教育任务.
学术教学方案在人类学系、英语系、现代语言与文学

系等院系交叉推出,包括数字人文的研究生认证和

本科生数字人文副修科目.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每

学期开展的非正式的数字人文研讨会系列培训,比
如,超文本标记语言和层叠样式表(CascadingStyle
Sheets,CSS)、数据管理、数字化基础(文本、图像和

声音)、３D研究和数据虚拟化方法等主题研讨会,将
数字人文融入课堂.

５．３　设立奖学金

ARL成员馆的数字学术中心通过设立奖学金

(Fellowship),促进数字学术工具和方法融入到教

学和研究中.比如,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的刘易

斯和露丝谢尔曼数字学术中心设立了数字学术研

究生奖学金(GraduateFellowshipinDigitalSchoＧ
larship).每年设立３个资助名额,资助期限长达一

年;成功的申请者将会获得奖学金、专门的工作区,
参加专业的活动资格等.同时,受资助人员需要通

过一些方式为中心的活动作出贡献,比如,通过研究

展示、博客文章、谢尔曼媒体墙的可视化创建等展现

８５

研究图书馆协会成员馆建立的数字学术中心调查分析/鄂丽君
InvestigationandAnalysisofDigitalScholarshipCenterinARLMemberLibraries/ELijun



2
0

1
8

年
第1

期

研究工作.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的学者实验室设立

了面向研究生的２种奖学金,分别是实践计划奖学

金(PraxisProgramFellowships)和数字人文奖学金

(DigitalHumanitiesFellowships).其中,前者支持

一个由弗吉尼亚大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组成的６人

小组,６个人来自不同的学科,在一个学年中共同构

思、开发和完成一个数字项目;实践计划奖学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由安德鲁梅隆基金会资助,目前由

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资助.数字人文奖学金鼓励具

有实践计划经验、并且在申请前必须为弗吉尼亚大

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准博士申请,受资助者必须提

供在研究中利用技术,或者在研究中需要数字文本

分析或数据分析的有效的研究计划.伊利诺伊大学

厄巴纳－香槟分校图书馆的学术共享空间也计划于

２０１７年设立面向博士生的研究生奖学金,旨在支持

数字学术,以及以数字人文和跨学科的学术为中心

的研究.

５．４　深入支持数字学术项目研究

ARL成员馆的数字学术中心不仅为数字学术

项目研究提供了物理空间及软硬件设施,更重要的

是,深入支持数字学术项目研究.(１)数字学术中心

员工为数字学术项目提供咨询.杜克大学图书馆鲁

珀特研究、技术和协作共享空间的员工,可以帮助研

究者界定项目,为分析、组织、出版数字研究项目确

定合适的分析工具和方法.(２)数字学术中心员工

参与数字学术项目研究.多伦多大学图书馆信息技

术服务部提供数字人文项目支持,数字人文项目发

展工作通常是合作构思和实施.学者带来一个潜在

项目的深入的学科专业知识、研究问题、研究成果的

愿景,数字项目团队利用其专业知识发展技术架构

和基础设施,这个组合创建工具、数字资源、数据集.
爱荷华大学图书馆数字学术与出版工作室的大多数

项目是教师或研究生与工作室员工之间的合作.通

常,教师或研究生作为首席研究者领导项目,工作室

员工起到项目管理者的作用.首席研究者和项目管

理者共同努力,为满足首席研究者的需要而探索项

目研究的方法和选择.(３)数字学术中心为数字学

术项目筹集资金.爱荷华大学图书馆说明:对于现

有项目及正在进行的项目,数字学术与出版工作室

致力于帮助教师和学生探索大规模的外部资金来

源,以促进学术工作.

６　对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启示

６．１　加强与校内学术研究机构的联系

ARL成员馆所在高校的人文领域学者较早地

开展了数字人文研究,建立数字学术中心正是为了

更好地服务本校的数字学术,而且,也有 ARL成员

馆与校内其他部门共同建立了数字学术中心.鉴于

此,建议我国高校图书馆加强与校内学术研究机构

的联系,这样不但可以了解本校学术研究机构的数

字学术工作现状,深入调查学术研究机构在数字学

术方面需要图书馆提供的支持的内容,为高校图书

馆制定数字学术支持方案提供参考;还可以为进一

步加强合作奠定基础,便于更好地深化图书馆的数

字学术服务.首先,高校图书馆可以安排学科馆员

深入人文学科学术研究机构、社会学科学术研究机

构,调研正在开展的数字学术工作,了解研究人员在

数字学术工作中对于数字分析工具、分析方法的利

用与需求,对于数据管理、存储及数字出版的需求,
探索图书馆开展数字学术支持的切入点.其次,学
科馆员也可以向研究人员介绍 ARL成员馆支持数

字学术项目的基本情况,使其对数字学术、以及图书

馆对支持数字学术所起到的作用有比较深入地了

解;同时,也有助于激发研究人员开展数字学术工作

的兴趣.

６．２　探索建立数字学术中心的适合方式

ARL成员馆建立数字学术中心的方式因自身

情况而异,既有在原服务基础上建立新的数字学术

中心,也有通过合并原来的学术服务部门建立数字

学术中心的情况,还有与校内其他机构、校外机构合

作建立数字学术中心的情况.还有的 ARL成员馆

在建立数字学术中心后,由其他部门的人员协助数

字学术中心人员开展工作.鉴于此,建议我国高校

图书馆结合本馆实际情况,探索建立数字学术中心

的适合方式.这就需要高校图书馆着重审视如下问

题:第一,本馆当前开展的服务内容与数字学术支持

内容的相关度,即本馆哪些服务内容可以认为是数

字学术支持内容.如果本馆已经开展了可以称之为

数字学术支持的服务项目,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开拓业务,组建数字学术中心.如果本馆尚未开

展数字学术支持类服务,则需首先明确开展数字学

术支持的必要性与发展前景.第二,是否具备依靠

本馆自身的财力、人力、馆舍空间独立建立新的数字

学术中心的能力.如果具备此能力,可以采取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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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服务部门扩展业务的方式建立,也可以采取合并

原来不同的服务部门的方式建立.如果高校图书馆

没有独立建立数字学术中心的能力,则可以考虑与

校内、校外学术研究机构合作建立,这就需要图书馆

领导层出面与学术研究机构协商具体事宜,比如合

作建立数字学术中心的方式,合作建立的数字学术

中心的运作等方面的事宜.

６．３　培养具有数字学术服务能力的馆员

ARL成员馆的数字学术中心配备了具有不同

专业技能的多位人员,通过不同的工作分工协作,共
同承担数字学术支持工作.高校图书馆开展数字学

术支持服务是大势所趋,不管高校图书馆是否有近

几年建立数字学术中心的计划,都应该重视培养具

有数字学术服务能力的馆员,为开展数字学术支持

做好人力资源准备.首先,高校图书馆在招聘新员

工的时候,应考虑数字学术支持服务的需要.可以

招聘具备使用数字化硬件设施、数字分析工具能力

的人员,使其能承担数字化、数据分析、数字资源管

理等工作.因目前人文学科、社会学科是开展数字

学术的主要领域,招聘具有人文学科背景、社会学科

背景的人员,依托专业优势,融入本校学术人员的数

字学术工作.其次,高校图书馆可以选派馆员到国

内开展数字学术研究的机构、开展数字学术支持的

高校图书馆交流学习;有条件的高校图书馆,还可以

选派馆员到国外相关高校图书馆调研学习,通过亲

身实践,学习开展数字学术支持服务需要的专业

技能.

６．４　开展数字学术相关培训

ARL成员馆的数字学术中心围绕数字学术开

展了系列教学活动,不仅传播了数字学术理念,还有

助于提高相关人员的数字学术素养.建议我国高校

图书馆开展数字学术相关培训.首先,高校图书馆

可以设计面向不同用户群体的培训方案,比如,根据

不同群体用户需求的特点设计培训方案.对于教

师、研究生群体则应该开展比较深入的数据分析、数
据可视化等方面的培训,对于本科生则应该开展入

门级培训,比如数字学术概念及应用的介绍,基本数

字学术工具的使用方法等.其次,高校图书馆可以

采取不同的培训方式,比如,采取融入数字学术项目

研究的培训方式、集中式研讨会等方式.融入数字

学术项目的培训,更加具有针对性,有利于推进学术

人员的工作.集中式研讨会面向的用户比较广泛,

有利于数字学术的推广.再次,高校图书馆可以采

取图书馆员、研究人员分别主讲的方式.图书馆员

熟悉的领域的培训,则由图书馆员主讲;图书馆馆员

不熟悉的领域的培训,则可以邀请具有数字学术经

验的研究人员来主讲.从而为参加培训的学员提供

高质量的培训内容.

６．５　支持数字学术项目研究

ARL成员馆的数字学术中心为数字学术项目

研究提供了物理空间支持、人力支持、资金支持,支
持数字学术项目研究是 ARL成员馆数字学术中心

的核心任务.建议我国高校图书馆支持数字学术项

目研究.首先,高校图书馆可以规划出一定的空间,
并配备必要的软硬件设施,邀请学术人员到图书馆

内开展数字学术项目研究,为其提供物理空间与工

具支持.其次,高校图书馆可以安排馆员参与到学

术人员的项目研究中,为其承担项目管理工作,还可

以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数据分析工作.再次,高校

图书馆可以设立专门面向研究生的研究基金,为研

究生的数字学术项目研究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为
其提供专门的研究工作间,鼓励各学科的研究生共

同开展数字学术项目研究.最后,高校图书馆可以

依托本馆的特色资源,组建由本馆馆员构成的数字

学术工作团队,支持馆员开展数字学术研究,通过开

展特色馆藏资源的数字学术工作,提高特色馆藏资

源的利用价值.

７　结语

ARL成员馆通过扩展服务、服务机构重组、与
校内外机构合作等方式建立了数字学术中心,为数

字学术提供了全面的支持.目前,我国学界及图书

馆界对数字学术的认识和了解还不是很多,高校图

书馆的数字学术支持实践尚需要一个认知和逐步发

展的过程.但我国高校图书馆也应有不断完善服务

的意识,立足本校发展规划及本馆实际,探索开展数

字学术服务相关工作,为我国的学术研究与世界发

展潮流接轨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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