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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数据馆员培训实践及其启示

□谌爱容∗

　　摘要　阐述了数据馆员的内涵及其岗位职责,介绍了国外数据馆员培训的典型案例,分析案

例的培训目标及课程内容,并从培训内容、培训对象、培训方式、实践应用等方面归纳国外数据馆

员培训的特点,就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数据馆员培训提出参考性建议:设立专职数据馆员岗位、
增强数据馆员培训意识、开发面向数据馆员的培训课程、加强交流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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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国内外数据管理教育与培训现状综述

大数据时代数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科研数

据的管理成为重中之重,获得相应的工具和技能来

驾驭和分析数据成为大数据时代的需要.为此,图
书馆面向科研人员及研究生等提供数据管理教育与

培训以提高其数据管理意识与能力.在数据管理教

育与培训实践层面上,国外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

已经意识到数据管理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目前已

形成多种教育形式并举,主要包括专业教育课程、项
目教育、认证教育、专题研讨会、短期培训班以及免

费在线教育课程等;教学主体众多,具体有图书情报

学院、数据管理领域的研究机构及其他非营利性机

构、图书馆、商学院以及IT机构等;教学对象广泛,
包括本科生、硕博士研究生、教师与科研人员、图书

馆员、普通民众以及各行各业的从业者等;教学内容

具体,涉及数据管理生命周期各环节,并形成针对生

态学、医学、气象学、工程学、地球科学、心理学等特

定学科领域的培训课程与项目.与国外相比,国内

相关的数据管理教育与培训还没有开展起来,本土

化的实践案例较少.近几年,武汉大学、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等均已经意识到数据管理专业教育迫在眉

睫,并在图书情报学院、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等增设了

与数据管理相关的课程,但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理论研究层面上,目前国内外对数据监护教

育与培训的研究文献主要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研

究型图书馆为本校科研人员、研究生等提供的数据

管理教育与培训,如阿达密克杰西卡(Adamick
Jessica)等人介绍了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图

书馆为研究生开发的数据管理研讨会和在线资

源[１].国内现有的理论研究文献主要是对国外相关

研究及教育成果的归纳、总结与引介,如鄂丽君对美

国、英国大学图书馆开展科研数据管理教育的背景、
内容、形式等进行了分析[２].另一类是图书情报学

院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开设的数据管理课程

和教育项目,如凯文塔姆波(KevinTampone)报
告了雪城大学(SyracuseUniversity)信息学院提供

的数据科学高级研究认证项目(CertificateofAdＧ
vancedStudyinDataScience)[３].孟祥保、钱鹏通

过网络调查和案例分析,考查了国外数据管理教育

认证项目、数据管理课程设置、数据管理继续教育、
数据管理教育研究课题的基本情况和特点[４].

综合来看,国内外文献目前主要关注针对科研

人员、研究生等对象的数据管理教育与培训,还未广

泛意识到对作为数据管理教育与培训的实施者—图

书馆员开展相应的培训.馆员是图书馆数据管理服

务及数据管理教育与培训的主要执行者,其知识储

备深度和广度决定了图书馆数据管理服务的能力和

效果.据国外调查显示,仅仅只有１２％的被调查馆

员认为他们已经具备了大数据时代所需具备的新的

数据活动的正确技能;另有５６％的人正在开发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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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８２％的人认为他们需要更多的IT 技能,８０％
的人认为需要数据策管(DataCuration),又称为数

据监护、数据监管、数据存管等,指基于科研生命周

期和数据生命周期而对数据进行的选择、保存、管
理、维护等一系列活动,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管理

的连续性,以及存档技能[５].由此可见,在大数据时

代,图书馆在支持研究数据管理方面能发挥一定的

作用,但是目前图书馆界并非拥有所有必需的技能,
馆员需要通过持续的专业发展及培训来获得数据引

用、管理、策管和保存等方面的新知识和技能.提升

馆员数据素养水平、配备训练有素的馆员成为数据

管理工作的关键.鉴于此,文章主要研究针对馆员

开展的数据管理教育与培训案例,为国内高校图书

馆开展数据馆员培训提供参考与借鉴.

２　数据馆员的内涵及其岗位职责

目前对于数据馆员的称谓与定义大家莫衷一

是.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Information
SystemsCommittee,JISC)委托一家专业学术咨询

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参与数据策管一系列活

动的工作人员可分为四种角色:数据创造者(Data
Creator)、数据科学家(DataScientist)、数据管理者

(DataManager)以及数据馆员(DataLibrarian),并
指出数据馆员是图书馆开设岗位的首选,将其定义

为原有的图书馆员接受相关培训后从事专业的数据

内容管理、保存和归档[６].笔者认为,简而言之,数
据馆员就是大数据时代图书馆从事与数据相关活动

(包括数据管理、数据服务、数据素养教育等)的馆

员.数据馆员要具备数据意识、数据知识、数据技能

以及数据伦理等方面的素养,其中,数据技能是数据

素养的核心,包括查找和获取数据、解析和评估数

据、管理数据、使用数据等方面的能力.
对于数据馆员的岗位职责,不同的机构侧重点

不同,但总体上来说主要涵盖如下方面:①调研用户

的数据需求;②加强数据资源建设:加强数据的收集

与管理,整合各类数据源,创建和管理机构数据仓

储,参与保存和共享原始研究数据;③针对不同用户

群体(教师、研究生、本科生)有针对性、层析性地实

施数据素养教学,并提供专门的培训课程和实习场

所;④协助科研人员制定数据管理计划,为其提供相

关咨询服务;⑤参与开发数据素养核心能力评价指

标体系建设;⑥提供数据的采集(发现、获取)、处理

(元数据、标识、可视化)、保存(存储、备份、安全性)、
利用(分析、出版、引用、重用以及法律和伦理方面的

考虑等)等相关服务;⑦与校园内外学术团体和科研

机构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探讨数据素

养教育的推广模式、教学内容和实践操作等;⑧创建

并维护专门的数据管理服务网页,开设数据共享空

间,提供交流、讨论和互动天地等.

３　国外数据馆员培训案例简介

３．１　哈佛大学针对馆员的数据科学家培训

哈佛大学针对馆员的数据科学家培训(Data
ScientistTrainingforLibrarians,DST４L)[７]是由

哈佛大学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的约翰沃尔巴赫

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共同开发、提供的实验性

课程.该课程获得阿卡迪亚基金资助,每周一次,每
次为期三个月,教授馆员使用数据管理相关的技术.
该课程要求参与者至少具备一点基础的 HTML知

识和编码知识.培训人员中大约６０％是哈佛大学

图书馆员工,目的是培训馆员以满足其社区日益增

长的数据需求.该课程都是免费提供的,课程中使

用的案例和涉及的问题主要专注于天体物理学.许

多馆员参与该课程,是因为他们觉得课程内容对其

职业生涯的发展弥足珍贵.在该课程中,馆员熟悉

研究数据生命周期,自己动手,使用最新的工具来提

取、存储、分析和可视化数据.通过亲身体验研究数

据生命周期,精通数据技能和拥抱数据科学文化,转
变其服务模式.课程结束后,参与者介绍自己的经

验、分享心得体会,或创建称为数据故事的博客文

章,在交流中提升数据处理技能.
该课程大纲具体包括概述、数据源、数据提取、

数据净化、数据共享、演示及可视化七章,致力于三

大目标:①在最基本的层面,使每一个参与该项目的

人都对研究数据生命周期有更好的理解,让每个参

与者将这种新知识运用于自身的独特情况;②提升

图书馆员工的技能,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

其实际工作中;③创造图书馆内部文化氛围,并鼓励

学员通过抽象思维、持续学习和其他方法改变“图书

馆习惯”,通过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帮助改进当前图书

馆的工作流程、系统和服务.通过培训,馆领导、授
课教师以及馆员“对图书馆满足未来的需求充满激

情”.“针对馆员的数据科学家培训”是哈佛大学数

据素养核心建设的重要部分,提升了馆员的数据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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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为顺利开展其他相关活动和服务提供了前提

保障.

３．２　RDMRose项目

RDMRose项目,即“研究数据管理:提升图书

情报人员的专业知识(ResearchDataManagement:

RaisingLISstaffexpertise,RDMRose)项目”[８],由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ofSheffield)信息学

院开设、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资助,面向

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特别关注大学图书馆中学科

馆员的具体需求.该项目主要致力于两个方面的目

标:①探索研究数据管理(ResearchDataManageＧ
ment,RDM)中馆员的角色及职业能力,创建和评估

为信息专业人员量身定做的 RDM 学习材料;②为

自己 开 发 开 放 教 育 资 源 (Open EducationalReＧ
sources,OER),支持馆员持续职业发展,并嵌入研

究生教学课程.项目最终成果是创建可适用于以多

种模式学习的 OER材料.所有材料都可以被其他

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教育者重复使用.

２０１３年１月,该项目发布培训材料版本１并于

２０１５年４月发布新版培训材料.培训模块围绕图

书馆在机构内RDM 中的作用,以及馆员对RDM 在

自己工作中定位的个人反思而设计.该模块旨在在

复杂而流畅的战略环境中激发对职业角色的开放性

反思.该课程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介绍 RDM 及图

书情报学 (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LIS)
在RDM 中的作用与角色;第二章,研究的性质和对

RDM 的需求;第三章,英国数字监管中心(Digital
CurationCentre,DCC)策管生命周期模型;第四章,

RDM 中的主要机构和项目;第五章,什么是数据?
第六章,管理数据(具体包括实用数据管理、机构数

据存储库策略、学科存储库、元数据和数据引用、反
思图书馆组织五小节);第七章,案例研究:研究项

目;第八章,案例研究:机构背景和结论.第七章的

案例研究包括研究人员、研究项目的案例研究以及

反思RDM 和馆员作为 LIS专业人士的角色两小

节;第八章的案例研究主要针对机构案例研究,另外

还包括在 RDM 中反映图书馆角色以及 RDMRose
模块的评估.每章相当于半天的学习.基于对课程

开发过程的高度参与,以及掌握大量学习材料和强

大的活跃使用者的评价,该项目的课程内容和教学

进展是迭代的.

３．３　Essentials４DataSupport课程

Essentials４DataSupport课程沿袭荷兰３TU
数据中心(３TU DataCentre)与数据归档和网络系

统 (Data Archiving and Networked Services,

DANS)共同开发完成的DataIntelligence４LibrariＧ
ans课程.在基于 DataIntelligence４Librarians课

程评估的基础上,更新课程材料,扩展目标组,更改

课程名称[９].Essentials４DataSupport是一门入

门课程,其使命是确保研究期间和完成之后科学技

术研究的可及性,以便为当代和未来的研究提供质

量保证.该课程目标主要是:①教授基本知识和技

能(要点),希望为研究人员在存储、管理、归档和共

享研究数据方面提供支持;②促进数据支持者的专

业发展以及数据支持者之间的协调,为数据支持人

员提供一个起点,以满足他们从彼此新获得的知识

和技能中受益.数据支持者是职责涉及数据管理的

(数据)图书馆员、IT人员和研究人员等.
课程共分为六章,分别是:①定义;②规划阶段;

③研究过程;④用户使用阶段;⑤立法和政策;⑥数

据支持.每章均包含章节概述和学习目标两部分.
如第四章“用户使用阶段”的重点是学习获得研究数

据的好处,包括归档研究数据需要什么? 研究人员

如何确保其研究数据“被注意到”? 如何确保其数据

成为可引导的研究成果? 如何找到已有的研究数

据? 具体分为数据存档、数据出版、数据引用、搜索

数据、数据复用五节,其中,数据存档是该节的重点,
又细分为数据选择、处理、元数据、数据存储、成本模

型等小节,每节均进行详细阐述.课程完成后,学员

将对科学研究数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有一个很好

的把握,并为每个阶段提供参考点,以便向研究人员

提供增加其研究数据价值的建议.除了获得知识

外,练习和分享这些知识也是该课程的关键点.

３．４　OpenExeter
OpenExeter也是一个由JISC 资助的合作项

目[１０],结合了埃克塞特大学图书馆与信息技术(IT)
以及研究与知识传递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它与

研究人员和在校研究生接触,以评估整个大学如何

使用研究数据.该项目的重点领域之一是为研究人

员、研究生和研究支持人员(包括学科馆员)开发培

训材料.“TheHolisticLibrarian”项目涉及一个自

我指导的课程,旨在帮助埃克塞特学科馆员熟悉

RDM 的概念及其实用性.培训采取“研究数据管理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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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２３项任务”(２３ThingsforResearchDataManＧ
agement)的形式进行.在试点版本期间,要求每位

学科馆员完成与RDM 相关的各种“事情”或特定任

务,如 Thing８要求记录学科馆员对以下情况的处

理办法:“一个研究人员询问您关于研究数据资助者

的要求.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信息?”馆员给出相应

解答:“在此找到一个比较详细的有关资助者要求的

概述 文 档,称 为 «Funder RequirementsforData
ManagementandSharing»,共涵盖了行为医学研究

(ActionMedicalResearch,AMR)、生物技术和生物

科学 研 究 委 员 会 (BiotechnologyandBiosciences
ResearchCouncil,BBSRC)、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

金会(Bill& MelindaGatesFoundation)、乳腺癌运

动(BreastCancerCampaign,BCC)、英国癌症研究

中心(CancerResearchUK,CRUK)、经济和社会研

究委员会(EconomicandSocialResearchCouncil,

ESRC)以及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 (NaturalEnviＧ
ronmentResearchCouncil,NERC)等１７家资助单

位.”每项“任务”完成后,学科馆员的回复以博客文

章的形式呈现,以供将来重用,结果被描述为 RDM
的常见问题解答(FAQ),使学科馆员在为学术界提

供 RDM 指导时具备相应的知识、技能和信心.整

套“２３项任务”将被评估和改编,之后在埃克塞特的

康沃尔校园推出,以培训学科馆员.

３．５　其他相关案例

除上述四个比较突出的案例外,还有一些针对

数据馆员的培训案例,主要有:①“为图书馆员量身

定制的研究数据管理培训套件”(DIYResearchDaＧ
ta ManagementTraining KitforLibrarians)[１１].
该培训套件是由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数据馆员为

RDM 开发的试点课程,涵盖 MANTRA 课程的阅

读作业、反思性写作、２小时面对面培训课程、简短

的演讲以及来自英国数据存档(UKDataArchive,

UKDA)的小组练习五大主题.该课程试点成功后,
提供给所有大学学术服务馆员使用;②RDMforLiＧ
brarians[１２],这是由数字策管中心(TheDigitalCurＧ
ationCentre,DCC)与北安普顿大学合作开发的课

程,内容包括研究数据和RDM、数据管理规划、数据

共享、技能以及RDM 在北安普顿五个方面;③SupＧ
portDM 项目[１３],由东伦敦大学开发,是JISC资助

的数据管理培训(TraD)项目的其中之一,为图书馆

支持人员提供自主在线培训课程,该课程的五大模

块使用开源软件 Xerte开发并通过 Moodle平台进

行传递.该项目包括在线资源、课程材料、讲义以及

在图书馆实施和评估课程的建议.

４　国外数据馆员培训的主要特点

通过对国外发展较为成熟的数据馆员培训项目

的阐述和简介,可以看出国外针对馆员的数据素养

培训比较系统、成熟,理论学习比较深入、具体,实践

探索比较丰富、全面.国外数据馆员培训在内容、对
象、方式、实践方面呈现下述几个特点.

４．１　培训内容丰富

从上述案例以及国外数据馆员培训的其他实践

情况来看,国外针对数据馆员培训的内容非常丰富,
几乎囊括了科研数据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关注科

研过程中数据的周期性,注重对科学数据的创建与

收集、加工与描述、存储与保存、管理与利用全过程,
有助于在研究项目、研究过程的每一步确定馆员的

任务和角色.上述已列举的Essentials４DataSupＧ
port课程就是最好的实例.而针对性、灵活性更强

的哈佛大学、普渡大学研讨会也是紧扣这一主题,侧
重于研究、数据以及策管这三个生命周期[１４].同

时,在不同的学科和子学科文化以及不同的数据实

践背景下,理解“研究数据”本身的多样性及各学科

的研究过程是馆员开展数据管理与服务过程中的一

个重要方面[１５].针对数据馆员的培训也注重理解

不同学科研究人员的不同视角、观点,学习更多关于

研究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馆员可以真正发挥作用的

地方,这也是 RDMRose项目培训的重点.这为日

后数据馆员直接进入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中开展

RDM 提供基础保障;另外,培训还注重从大数据角

度来提升馆员的数据素养,提高馆员的数据意识、数
据挖掘与分析、数据解释与展示等能力;最后,课堂

笔记、数据、研讨会资料、嘉宾演讲视频以及使用和

制作的一切内容都可以通过相关网站开放获取,提
高了内容的可见度.

４．２　培训对象针对性强

虽然研究人员、数据管理者和图书馆员都是

RDM 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但他们有不同的理解和兴

趣水平,不同的团队(如负责联络、元数据、知识库等

方面的团队)、个人在 RDM 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馆

员在RDM 关键领域如元数据、开放获取、机构知识

库等拥有信息科学技能,这些技能促使馆员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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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数据素养教学以及融入 RDM 实践中.这些技

能包括技术技能(如数据机构库和存储知识)和软技

能(如协同工作).对于馆员来说,并不需要掌握所

有的 RDM 技能,而是需要掌握正确的技能集合.
国外数据馆员培训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即是其

课程的针对性强,即在 RDM 中充分考虑了针对图

书馆员的培训与针对其他群体(例如研究支持或研

究人员)培训的区别[１６].如 RDMRose项目设计其

学习材料即以图书馆员不必试图成为研究人员为前

提,因而其课程主要针对图书馆员而设计.该项目

侧重于个人反思,将馆员支持 RDM 与其身份认同

关联,而不仅仅把他视为一种获取技能.许多项目

都考虑了什么方法对馆员比较有效,考虑因素如时

间、使用的媒介以及所涵盖的学科等等.通过培训,
馆员发现,RDM 所需的许多技能与馆员已经拥有的

技能非常接近,这极大提高了他们的参与度并增强

其对RDM 的自信心.

４．３　培训方式灵活

目前国外针对馆员的培训活动形式灵活多样,
具体有课程、短期培训、专题研讨会、调查研究项目、
常见问题解答等,其中课程的操作形式又有面对面

授课和在线网络授课.哈佛大学图书馆针对数据馆

员的培训最具代表性,基本上融合了上述模式.

２０１５年９月９日到１１日,哈佛大学图书馆为数据馆

员提供短期集中培训[１７],具体讲授 OpenRefine、

GitHub、Python这三种技术比较复杂的工具及其在

图书馆和学术界的应用.通过三天马拉松式地授

课,使馆员学习并掌握如何使用这类工具,获得持续

为其所在机构创造价值的一些关键性技能;２０１５年

６月１６－１７日,哈佛大学同普渡大学图书馆一起举

办了为期两天的哈佛、普渡数据管理研讨会,其目的

是提高数据意识、探索数据管理,确保可以帮助将图

书馆服务融入研究生命周期中,并证明数据管理和

数据策管关乎与大学各级利益相关者建立关系,并
吸引他们积极参与[１４].研讨会在图书馆和档案馆

探讨更广泛的 RDM 需要,并创建核心架构来支持

RDM.这种研讨会形式就特定主题展开深入的学

习和讨论,人员更按时、集中,互动、交流环节更便

捷、顺畅.

４．４　重视实践应用

国外数据馆员培训比较注重实践环节和技术应

用.哈佛大学DST４L课程的目标之一,是通过相关

学习,提升馆员的专业技能,许多参与者现在正在将

其在课程中学到的新技能应用于图书馆实际工作

中,如维罗妮卡．汤尼(VernicaDowney)已经使用

Python自动化图书馆流程,亚历克斯霍拉谢克

(AlexHolachek)正在帮助美国宇航局(NASA)的
天体物理数据系统(ADS)改进其可视化工具,凯蒂

弗雷(KatieFrey)正在天文学实施语义技术[１８].

RDMRose项目认为,实践和主动学习是其方法的

核心[１６].该项目非常强调实践环节,通过使用基于

问题的学习、基于探究的学习以及案例研究,选择与

馆员在数据管理中可扮演的不同角色相关的实践主

题.OpenExeter采用以探究为基础的问题解决型

学习模式,围绕研究人员进入图书馆的真正问询或

研究人员可能会提及的问题,由学科馆员设计在这

些情境下为研究人员提供咨询与指导的方式;EDIＧ
NA(爱丁堡大学的世界级数字专业中心)的 Data
Library鼓励图书馆员开始反思性写作;SupportDM
的５个主题均通过练习和讨论进行探索,参与者通

过在线教程和实践练习加强学习;在其他培训中,参
与者也表示他们非常热衷于使用案例.另外,很多

培训项目和机构在其活动中已经构建了一个反馈流

程,通过问卷调查、博客撰文等形式积极获取相关反

馈信息,并及时将反馈结果公之于众,提高受众的积

极性和关注度.

５　国外数据馆员培训的启迪与借鉴

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RDM 正在成为高校图

书馆服务新的增长点;无处不在的挑战也接踵而至,
人才要求的高标准给国内的 RDM 带来不小的压

力.从国内业界来看,这一领域还处于刚起步阶段,
开展相关服务的高校图书馆屈指可数,服务的广度、
深度与国外相比无法企及.究其实质,很大程度上

在于数据专业人才的匮乏,真正拥有数据管理相关

知识、技能的专门人才可谓凤毛麟角.“要给学生一

碗水,自己必须要有一桶水”,数据馆员是数据素养

教学和关键服务的提供者.国内高校图书馆应积极

尝试开展、提供RDM,拓展并创新科研支撑力度,更
好地提升图书馆的科研参与力度与支持能力.国外

数据馆员培训的诸多实践案例所累积的丰富经验非

常值得国内高校图书馆予以采纳和借鉴.

５．１　设立专职数据馆员岗位

鉴于大数据时代的需求及图书馆的环境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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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可以预期未来几年所需的数据馆员数量会成

倍增长.通过提供 RDM 以及数据素养教学指导,
馆员可以以新的方式提升其在机构内的参与度与学

术影响力.“有位方能有为”,开设专职岗位是做好

RDM 的前提,只有有了专门的岗位,才会有专人积

极从事这一活动.随着数据管理与服务工作的开

展,图书馆对数据管理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都柏

林大学公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数字化资料数量的持

续上涨,美国对于数据监护人才的需求,２０１４年比

２０１０年增长了６０％,特别表现在对各种格式的数据

进行监管、保存、共享和再利用等方面[１９].欧洲研

究图 书 馆 协 会 (LiguedesBibliothèquesEuropéＧ
ennesdeRecherche,LIBER)eＧScience工作小组在

«图书馆启动研究数据管理的十项建议»报告中的第

三条指出“设置数据馆员职位,培训数据馆员专业技

能”[２０].国外很多高校图书馆如耶鲁、纽约、斯坦

福、牛津、爱丁堡等均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了数据馆员

岗位,做到专职专责、专才专用.国内部分高校图书

馆尤其是人才储备充足、数据资源丰富的高校图书

馆应该设置专职数据馆员岗位,并在开设伊始明确

其岗位职责和上岗条件(学历、核心能力等),提供针

对性、专门性的数据服务.对于数据馆员的遴选可

从两方面权衡、考虑:①在人事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可从计算机、图书情报等学院招聘具备计算机技术

和数据管理技术的专业人才;②更主要的是加强现

有学科馆员的培训.国内高校图书馆应在学科服务

和信息素养教育的基础上,对现有学科馆员进行数

据素养培训和再教育,通过自学、讲座、研讨会、专门

培训等多元化的继续教育途径,提升学科馆员自身

的数据素养水平和技能.两者结合,建设一支高素

质的数据馆员专业化队伍.

５．２　增强数据馆员培训意识

意识决定行动.只有牢固树立馆员培训意识,
才可能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活动.如科拉尔(CorＧ
rall)等人对英国学术图书馆对 RDM 定位的调查发

现,其所在机构均已认识到培训的必要性,虽然他们

似乎希望员工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发技能[２１].
与国外相比,我国对数据馆员的专项教育、相关培训

寥寥无几,今后需要加强数据馆员的业务学习,鼓励

馆员积极参加相关培训、研讨会等提高专项教育技

能.可喜的是国内已经意识到数据馆员培训的重要

性,并付诸行动.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１－２４日,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数据馆员培训

班.业界各类型图书情报机构的８０位学员参加了

为期４天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数据政策、数据管

理、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大数据工程、数据出版、数
据存储与数据资源系列课程[２２].有成功实例可资

借鉴,国内对数据馆员的培训不能浅尝辄止,而应在

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图书馆分会

以及各地方图书情报委员会等的组织、规划、领导

下,制定相应的标准和政策,有条不紊地持续运行,
形成一定规模和周期,开发面向数据馆员培训的专

门资源和在线课程,利用有限的资源完成全国性的

培训工作.各图书情报学院是数据馆员人才培训的

重要基地,在大数据时代,各图书情报学院应适当调

整学科专业结构,将数据管理、数据策管等专业纳入

本学院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一批高素质、高层次的数

据专业人才.各高校图书馆领导者应重视数据馆员

能力培养和提升,鼓励数据馆员通过继续教育或参

与会议等形式提高自身业务水平.馆员也应该树立

起提高自身服务能力的意识,明白参与数据管理培

训不仅是为了获得一项对于未来非常有用的专业技

能,更是个人职业发展中的一部分.如普渡大学图

书馆从２０１１年８月开始将数据相关的主题培训纳

入到每年的员工培训内容中,学习哪些数据对学术

领域是重要的,数据如何描述,在何处储存,及数据

相关的知识产权、长期保存、元数据、真实性等问题,
学科馆员研究与本学科相关的数据问题,并将数据

纳入馆藏、教学和咨询工作[２３].

５．３　开发面向数据馆员的培训课程

根据国外数据馆员培训课程内容,结合国内数

据管理实际,尝试制作数据馆员培训课程.①在课

程内容设置上,围绕什么是研究数据(定义、数据类

型)、研究数据管理(数据创建、记录、获取和使用、存
储和备份、数据选择、数据保存)、如何帮助科研人员

撰写研究数据管理计划、数据共享(益处和驱动因

素、道德限制、知识产权和版权、如何共享数据)、所
需技能(图书馆如何参与 RDM、RDM 所需技能、

RDM 中馆员的潜在角色)这五大方面来设置模块,
每个模块均代表一个独立的主题,每一个大模块包

含若干个小模块[２４],每个小模块均采用多媒体播

放,持续时间大约１０－１５分钟.每个模块后面均设

置一定量的互动练习和测试题,加快掌握进度.每

个模块都有一个单独的登录页,登录页包含模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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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数字对象标识符(DOI)、一个下载链接以及直接

从页面播放训练模块的能力[２５].模块设计为自定

进程、可重用、可扩展,根据个人的数据管理知识、技
能水平和时间限制进行个性化定制,如OpenExeter
的TheHolisticLibrarian允许学科馆员自行把握其

培训时间和速度,这样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查看、
播放或下载特定模块,确保其操作、使用的便捷性和

灵活性.②在课程形式上,应着重考虑下述两个方

面:首先,应注重交互性.互动是在线课程的一大优

势,正如 Data４Librarians课程的开发人员评论说,
未来的设计将集中在使课程更具互动性、协作性和

建设性[１６];其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程应充分

吸取RDMRose、OpenExeter等项目的强实践性特

点,注重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础,使用大量的案例分

析和场景模拟,寓理论教学于实践指导中.③由于

培训设计是一个循环迭代的复杂过程,反馈非常重

要.如RDMRose进行了问卷调查,要求参与者评

估他们当前的知识以及与 RDM 有关的不同主题的

重要性;OpenExeter重视反馈结果,采取迭代方法,
并在必要时调整训练;也可开设专门微博,与受众进

行交流互动,得到其反馈信息,持续改进并逐步完善

数据相关服务.如在 HolisticLibrarian项目中,要
求所有学科馆员在撰写博客文章时考虑一些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是如何找到这个任务的? 你将

如何改进它?”④模块开发好后,可先在馆内进行试

点,如果反响不错,可以把它发布到网上,供同行参

考、指导.培训材料可供其他 LIS教育工作者尤其

是在职馆员重复使用,开展嵌入式培训.

５．４　加强交流与协作

目前图书馆的发展模式可概括为三句话,即合

作是“金”、共享是“银”、网络为“王”,合作与共享是

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２６].数据馆员的教育与培

训也应发挥多方主体的力量,开展多种层面的合作:

①图书情报学院与图书馆的合作.数据管理作为大

数据时代新兴的管理课题,其操作、处理方法实际上

源于传统的信息管理,这正是图书馆和图书情报学院

的优势.图书情报学院与图书馆在数据管理教育上

各有千秋,拥有各自培训的侧重点,理所当然,他们应

成为数据管理教育与培训的主力军,或可合作开展培

训.如RDMRose项目即是谢菲尔德大学信息学院和

利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和约克大学的图书馆合作开

发的培训课程;在TraD 项目中,馆员被视为在线课程

创建的天然合作伙伴,因为馆员已经开发了在线信息

技能课程,拥有教授学生信息技能的经验.通过合

作,可以集思广益、相得益彰,实现双赢.②教育机构

与科研院所、数据中心的合作.国内相关教育机构应

与科研院所和数据中心通力协作,凭借其大数据优

势,借助其实践场所,在提供理论教学的同时,提升其

实际操作技能.③数据馆员之间的合作.数据馆员

是一个较新的跨学科、多学科行业,需要相应的数据

管理知识、图书情报知识、计算机专业知识、统计学知

识以及专业学科背景等,馆员之间应定期交流、沟通,
相互之间取长补短、互学互助、共同进步.④数据馆

员与研究人员的合作.研究人员、数据管理者和馆员

都是RDM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彼此一起交流知识和

共享资源,以便增长和培养数据管理技能和专业知

识,馆员必须更多地参与研究过程中,并促进持续性

合作.⑤国际合作.国内对数据馆员的培训体系目

前还未成熟,这就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与国外机构

进行合作,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鼓励数

据馆员参加相关国际论坛与研讨会,分享教学经验与

资料,实地访问国外高校与图书馆获取教育经验[２７],
如参加国际数据管理年会、数据存取和保存研究峰

会、研究数据管理论坛、国际数据监管会议等以研究

数据管理和策管为主题的国际会议,这些会议提供了

讨论实用问题以及与其他数据专家发展关系的契机;
与此同时,也可聘请国外知名专家、学者就数据管理

专门问题前来集中授课,带来其丰富的理论教学和实

践经验,如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邀请国外专家为图书

馆做“科研数据管理与服务实践”的短期课程培训[２８].
通过一系列合作举措,逐步提升数据馆员的理论水平

和实践技能,更好地服务于RDM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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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discussedthedescriptionsandresponsibilitiesofdatalibrarianandintroducedtypＧ
icalcasesofdatalibrariantraininginforeigncountries．Theaimsandcoursecontentsofthetrainingcases
wereanalyzed．Basedonthecasestudies,itsummarizedthefeaturesofdatalibrariantrainingfromaspects
oftrainingcontent,trainingobjects,trainingmethodsandpracticalapplication．Finally,suggestionson
howtocarryoutdatalibrariantraininginChineseacademiclibrarieswereputforwardsuchassettingup
professionaldatalibrarianpositions,enhancingtheawarenessoftrainingdatalibrarians,developingtrainＧ
ingcoursefordatalibrariansaswellasstrengtheningcommunicationand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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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riticalExternalInfluentialFactorstoUniversityLibrary
OnlineCourseAdoptionby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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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iversitylibrarynetworkonlinecoursesaretheimportantlearningresourcesincolleges．
Basedonthetheoriesofintention/adoptionchoice,acollegestudentonlinecourseadoptionmodelwas
presentedandthenempiricalanalysiswasproposedforthecriticalexternalinfluentialfactorsofuniversity
libraryonlinecoursechoiceandadoption．Theempiricalanalysisresultsshowthatsociety/academicauＧ
thorityrecognitionandselfＧpotencyarethecriticalexternalinfluentialfactorsofonlinecourseadoptionin
collegesandbetweenthetwo,society/academicauthorityrecognitionisthemoreimportan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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