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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现状调查与分析

□曹芬芳∗　杨海娟　黄勇凯　黄程松

　　摘要　对国内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现状进行调查,为促进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可持续发展

提供数据支持和策略参考.在回顾国外图书馆创客空间实践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问卷调查法,搜

集到１３７份有效样本数据,对其进行统计和分析.发现国内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发展潜力大,但

使用率较低;预算内支出和预算外专款支出是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主要资金来源;数字类技术

应用比例较高,制作类技术应用比例较低;高校图书馆较少为馆员提供创客空间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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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随着智能化现代信

息技术的发展,学术界对人学习本质认识不断深入,
有关知识创新人才培养已经成为社会极其迫切的需

求[１].高校图书馆具有知识传播与创新、人才培养

等功能,还拥有馆藏学科综合、服务教学结合等优

势[２],在培养创新型人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
高校图书馆传统的借阅服务和封闭被动的工作模式

不利于用户培养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以动手创造

为核心的创客空间(Makerspaces)为图书馆革新服

务,创新工作模式提供了契机[３].２００５年“创客空

间”术语首次出现在美国«制造»(Maker)杂志上,

２００６年“创客坊”(MakerFare)的举办将其推向了全

球[４].２００７年至今,创客空间已从 ４０ 家发展至

２１６８家[５－６],成长速度惊人.创客空间是一个集加

工车间、工作室功能为一体的非正式物理场所,拥有

共同兴趣和爱好的人们可以在这里交流经验、共享

想法和协同创造[７－８].已有研究表明,创客空间能

够为学校、博物馆等公共场所的用户提供面向未来

技能的培训[９],并可为图书馆用户提供非正式学习

环境[１０]及创造性的学习文化[１１].创客教育还具有

改变教学方式的潜力[１２],有助于匠人精神和企业家

精神的形成和发展[１３].因此,在创客运动席卷全

球,创客空间影响与日俱增的态势下[１４],图书馆纷

纷将其纳入到创新服务体系中.基于此,本文以中

国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为研究对象,对其开展现状

进行调查与分析,旨在了解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建

设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

策,以期为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健康发展提供借

鉴意义.

２　文献回顾

２０１１年美国费耶特维尔公共图书馆构建了首

家图书馆创客空间,该创新性服务模式吸引了国内

外图书馆界学者的大量关注及其用户的青睐[１５].
为深入了解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发展现状和服务的侧

重点,国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践研究.２０１３年,
伯克(BurkeJ)通过网络问卷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

图书馆创客空间开展现状进行调研,研究发现计算

机工作站是图书馆创客空间中最常用的技术,其次

是３D打印和图片编辑.该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
图书馆预算是图书馆创客空间的主要资金来源[１６].

２０１４年,里奇(RichSN)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八

所美国高校图书馆用户进行调查,发现技术民主、维
护图书馆作为技术创新领导者的知名度、奖学金支

持是高校图书馆运营创客空间的重要因素;并揭示

了研讨会和个人咨询是创客空间培训活动最受欢迎

的两种形式[１７].２０１６年,沃(WongA)和帕特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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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ridgeH)对澳大利亚４３所大学图书馆网站进

行调查,研究发现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雇佣专业人

员对创客项目进行指导;３D打印机是图书馆创客空

间最常用的设备.同时,研究指出在创建永久性创

客空间前,移动创客空间(MobileMakerspaces)是
探索用户兴趣的先驱[１８].同年,奥克帕拉(Okpala
H N)对尼日利亚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进行了研究,
认为不能过分强调图书馆创客空间的优势,应结合

本校图书馆实际情况进行构建;同时指出为图书馆

馆员提供创客空间技能、获取高校管理层支持、提供

信息通信技术培训是构建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主

要内容[１９].２０１７年,阿赫塔尔(AkhtarH)和费祖

尔(FaizulN)对印度专业图书馆馆员进行调查,发
现持续培训是成功创建创客空间的关键;工作人员

和创客空间用户应齐心合力共同创建安全和有利的

环境以发展创客空间;对于印度图书馆创客空间而

言,目前 迫 切 需 要 引 进 新 技 术 和 提 升 图 书 馆 形

象[２０].此外,巴雷特(BarrettT W)、斯莱特(Slatter
D)、威利特(WillettR)和韩尚雅(HanSY)等也相继

对图书馆创客空间进行了实践研究[２１－２４].国内学者

关于“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实践调研主要集中于案例

分析和中外现状对比等,缺乏从馆员认知体验的研究

视角对图书馆创客空间进行现状分析的实践研

究[２５－２８].基于上述分析,参考伯克(BurkeJ)和高波的

撰文方式[２９－３０],对国内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实际开展

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以期为国内外图书馆创客空间

的学术研究和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和策略参考.

３　调查概况

３．１　数据收集方法

采用现场纸质问卷调查和网络调查两种方式,
对使用过创客空间服务或对本馆创客空间有一定认

识和了解的图书馆员进行调查.纸质问卷调查于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３~２４日进行,对参加２０１６年信息技

术与教育(ITIE)武汉大学“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创

客空间”的与会人员进行调研,该分会场的与会人员

为国内外创客界、图书馆界、教育界的知名专家、学
者和专业技术人员①.网络调查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２
日开始,在聚集国内知名学者、图书馆馆员的微信群

及 QQ群(如圕人堂)等网络社群发放电子问卷,问
卷填写人员限制为“在职图书馆馆员”,电子数据搜

集时间为５周.

共回收有效问卷２１４份.据初步统计,来自高

校馆的样本总计１６５份,占比７７％.鉴于此,主要

对高等学校图书馆创客空间进行现状分析.同时,
为有效反映测量题项,剔除“职称”为“其他”的数据,
即受访者均具有不同等级图书馆职称,最终有效问

卷为１３７份.分析发现,７２２７％馆员职称为中级及

以上,且所在高校图书馆地理位置覆盖面较广,因而

调查结果能够反映预期研究目标.

３．２　人口统计信息概况与分析

对数据进行人口信息统计分析,结果显示:(１)
就性别而言,女性受访者占比为５７０１％,男性受访

者占比为４２９０％,女性参与调研人员多于男性;
(２)就年龄而言,１９－２５岁、２６－３０岁、３０岁－４０
岁、４０ 以 上 的 样 本 年 龄 段 占 比 分 别 为 ５１１％、

１５３３％、４０８８％和３８６９％,被调查人员以中青年

为主;(３)就受教育程度而言,受访者大多为硕士

(６６４２％),其次为本科(２４８２％),还包括一定量的

博士(７３０％)和博士后人员(１４６％),学历层次较

高;(４)就馆员职称而言,调查结果呈现出“两头略

低,中间略高”的橄榄型曲线,助理馆员和研究馆员

占比分比为１６０６％、１１６８％,馆员和副研究馆员

的占比分别为３９４２％和３２８５％;(５)就学科背景

而言,来自人文与社会科学(６６４２％)和工程与技术

科学(１６０６％)的图书馆用户占据主要调查人口,来
自自然科学(１０９５％)、农业科学(２１９％)和医药科

学(４３８％)学科背景的图书馆馆员较少;(６)就高校

图书馆所处地理位置而言,覆盖了华中(３２１２％)、
华东(２４０９％)、华北(１３８７％)、华南(１２４１％)、西
南(５８４％)、西北(５８４％)和东北(５８４％)等地区,
覆盖面较广.不难看出,３０岁以上的中青年构成了

样本主体,且样本人群的学历层次跨度大,认知水平

高;同时研究题项简易客观,受访者能够轻松地回答

问题,因而调查结果能够基本反映现阶段关于高校

图书馆创客空间开展情况的认识.

４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现状调查与分析

４１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基本构建现状与分析

创客空间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不仅包括物理空

１５

我国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现状调查与分析/曹芬芳,杨海娟,黄勇凯,黄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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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６年ITIE武汉大学分会场“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创客空间”
是由美国青树教育基金会、武汉大学图书馆联合主办的“信息技

术与教育”(ITIE２０１６)系列会议之一.网址:http://www．lib．
whu．edu．cn/itie２０１６/defaul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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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构建还包括软体知识的提供等[３１].为合理有效

地开展相应服务,高校图书馆应对其进行全面了解.
(１)运营年限及使用频率

为把握创客空间未来发展态势,将“计划筹建中

(１~２年)”纳入本小题测量题项中.调查数据显

示,６３０１％ 的 高 校 图 书 馆 计 划 筹 建 创 客 空 间;

２６０３％高校图书馆运营创客空间１~２年;４１１％
和８２２％的高校图书馆分别运营创客空间３~４
年、５年以上.可见我国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具有

较大发展张力.从使用频率来看,我国高校图书馆

创客空间的使用率较低.超过５０％的调查用户表

示半年仅使用创客空间服务１－５次;使用较为频繁

如一个月使用１－３次(有时)和一周使用１－３次

(经常)的受访者占比分别为７２％和３２％,二者比

例之和仅占总占比的１０５％.
(２)收费类型和资金来源

５２０５％的受访者指出本馆还未确定创客空间

的收费项目及明细;４５２１％的受访者表示本校图书

馆免费提供创客空间服务;较少高校图书馆收取用

户设备使用费(９５９％)、创客课程和研讨会收费

(８２２％)、制作过程中的物料耗费(６５８％)和会员

费(１３７％)等.可以看出,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外

部收入较少.预算内支出、基金资助、捐款、预算外

专款支出、其他机构或个人投资为“资金来源”的调

查题项.调查数据显示,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资金

来源以预算内支出(６９８６％)为主,预算外专款支出

(２７４０％)为辅,二者之和所占比例高达９０％;其他

机构或个人投资、基金资助及捐款的占比则分别为

１６４４％、１３７０％和５４８％.上述数据结果表明,
创客空间的构建经费和运维成本主要由高校图书馆

提供,其资金压力较大.
(３)构建方式和运营模式

４９２２％的受访者表示本校图书馆选择与企业

合作共建创客空间,２７３４％的受访者表示与其他部

门协同共建创客空间,２３４４％的受访者表示高校图

书馆全权负责创客空间的构建;而由企业独自运营

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案例在本调查中并未出现.黎晓

指出信息交流型、实践活动型、创新创业型是高校图

书馆运营创客空间的主要模式[３３],本研究将它们作

为“运营模式”的三类测量项.调查结果显示,大多

数高校图书馆选择与图书馆原有静态服务形成互补

的实践活动型创客空间(８６３０％)为其运营模式;国

内创客空间的发展是在国家创新创业政策扶持下兴

盛起来的,为使创客空间更具活力并与社会接轨,部
分高校图书馆选择创新创业型(４７９５％)为创客空

间运营模式;也有部分高校图书馆以信息服务为主,
将创客空间打造为信息交流型创客空间(３１５１％).

(４)服务类型和实际物理空间构建类型

图书馆创客空间是一个集创新创意、信息交流、
知识分享、思想碰撞等功能于一身的物理与虚拟融

合的空间[３２].受访者表示高校图书馆构建或计划

构建创客空间主要用于创意和产品展示(６３０１％)、
工具提供(６１６４％)、创意课程的培训(５７５３％)及
技术支持(５３４２％)等.在选择本馆实际构建的创

客空间物理空间类型时,超过５０％的高校图书馆馆

员首选为讨论区及活动室、团体学习区;其次是个人

学习室、教学与可视化实验室、开放实验室、数码编

程俱乐部等;而涉及制作的物理空间则较少,如手工

制作中心、机械制作中心等.其原因可能是专门用

于制作的物理空间需要图书馆进行物理空间重组,
对某些年份较久、电路限制的高校图书馆而言,不易

实现且投入高,因而选择机械制作中心作为物理空

间的高校图书馆较少.

４２　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具体运营内容与分析

(１)构建动机

大部分高校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的动机十分明

确,主要是支持用户学习和扩大图书馆服务,其次是

促进创新、促进交流、鼓励合作等(表１).值得注意

的是,国外学校图书馆创客空间较为重视的“支持动

手操作”动机在本研究中并未凸显[３４].其原因可能

是:国外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运动兴起于 DIY 文

化,“制造”氛围浓厚.国内图书馆衍生于封建时期

的“藏书楼”,历来环境要求“安静肃穆”;且高校图书

馆是教学和科研的辅助机构,主要以文献信息保障

能力为主.二者开展背景不同影响了“动手操作”在
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构建动机中的重要

程度.
(２)应用技术

在借鉴伯克(BurkeJ)在«美国图书馆创客空间

调查报告»[３５]中总结的创客空间前１５类最受青睐

的技术/设备基础上,结合大量中文文献提及的常用

技术,求同存异构建本小题的调查题项,共１８个测

量题项,以确保题项精简、内容全面、易于选择,见
表２.

２５

我国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现状调查与分析/曹芬芳,杨海娟,黄勇凯,黄程松
　　　InvestigationandAnalysisontheCurrentStatusofMakerspaceinChinasUniversityLibrary/CaoFenfang,YangHaijuan,HuangYongkai,HuangCheng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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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动机一览表

题项 数量
占百分比

(％)
题项 数量

占百分比

(％)

支持学习 ６０ ８２１９ 丰富生活 ３０ ４１１０

扩大图书馆服务 ５７ ７８０８ 为个体创造提供机会 ２８ ３８３６

促进创新 ４７ ６４３８ 完成图书馆的使命 ２１ ２８７７

促进交流 ４５ ６１６４ 提供志愿者机会 １７ ２３２９

鼓励合作 ４５ ６１６４ 孵化创业 １４ １９１８

提供学习跨学

科知识的机会
４３ ５８９０ 支持动手操作 １１ １５０７

表２　图书馆创客空间应用及计划应用技术情况一览表

题项 数量
占百分比

(％)
题项 数量

占百分比

(％)

３D打印技术 ５７ ７８０８ 机器人设计与制作技术 １８ ２４６６

CAD绘图技术 ４５ ６１６４ 游戏制作技术 １４ １９１８

图片编辑技术 ４３ ５８９０
数字音乐编程及录音

技术
１２ １６４４

网页制作技术 ４３ ５８９０ 园艺技术 １０ １３７０

视频剪辑技术 ３５ ４７９５ 珠宝设计及制作技术 ９ １２３３

动画制作技术 ３３ ４５２１ 激光切割技术 ８ １０９６

建模技术 ３３ ４５２１ 手工编织技术 ５ ６８５

数码编程技术 ３０ ４１１０ 木工制作技术 ４ ５４８

图片扫描及数字

化技术
２０ ２７４０ 修焊补技术 ３ ４１０

从数据结果看,３D 打印技术、CAD 绘图技术、
图片编辑技术等是我国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主要采

用的技术,这与«美国图书馆创客空间调查报告»的
调查结果保持一致.而«美国图书馆创客空间调查

报告»中应用率较高的激光切割技术、手工编织技术

等在本调查受欢迎程度较低,特别如修焊补技术在

美国图书馆创客空间应用或计划应用的比例为

２６％[３６],而在中国其比例仅为４１０％.可见,国内

高校图书馆倾向于应用投资少且与时代发展紧密结

合的数字类技术,如３D打印技术、CAD绘图技术、
图片编辑技术等.

(３)活动内容

活动内容是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一切读者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超过一半的高校图书馆提供或

计划提供３D建模或打印及 CAD绘图教学活动;其
次是摄影、动画制作等,各测量题项占比详见表３.
值得关注的是,从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建设的原始

目标来看,创客空间是为了让用户在制作的过程中

进行互动性学习和创造性学习,提供的活动应与“制

作和创造”有关.但调查结果显示,本调研中涉及

“制作和创造”的机器人制作、工艺品制作、木工制作

等活动被选择率较低.导致这一矛盾现象的原因可

能是:一方面,国内高校图书馆以“借阅”服务为主,
提供关于制作与创造类的创客空间活动较少;另一

方面,在本调查中,“设备配置不全”(５７５３％)是现

今高校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的难题之一,相关设备

和技术的缺乏不利于创客空间“创新创造”活动的

开展.
表３　图书馆创客空间提供及计划提供服务内容情况一览表

题项 数量
占百分比

(％)
题项 数量

占百分比

(％)

３D建模 & 打印 ４７ ６４３８ 电子游戏编程及竞技 １５ ２０５５

CAD绘图 &教学 ３７ ５０６８ LED教学与制作 １２ １６４４

摄影 ２９ ３９７３ 手工缝纫 ７ ９５９

动画制作 ２９ ３９７３ 园艺设计 ７ ９５９

美术设计 ２９ ３９７３ 玩具拼接(乐高) ５ ６８５

工艺品设计 &制作 ２３ ３１５１ 木工制作 ５ ６８５

电子器件制作 ２３ ３１５１ 烹饪教学 ５ ６８５

电子音乐制作 １７ ２３２９ 自行车修理 ３ ４１１

机器人制作 １５ ２０５５

(４)指导员构成及培训情况

任何新事物入驻新的环境都需要有相应的人员

进行指导和培训.指导和培训的形式多样,指导员

成员构成也截然不同[３７].创客空间指导员可以是

图书馆员、志愿者、专业研究员、教育工作者和其他

(IT工程师、资历较深的创客空间成员或学生编程

高手).调查结果显示,７８６５％的受访者表示图书

馆员是构成创客空间指导员的主要成员,其次是志

愿者(５１６９％),再次是“其他”(３９３３％)和专业研

究员(３５９６％),最后为教育工作者(２２４７％).然

而,６６９１％的受访者表示本馆并未为馆员提供相应

培训活动;仅１８３８％的受访者指出图书馆提供了

创客空间培训活动,而１４７１％的受访者表示图书

馆计划在未来一年内提供创客空间培训服务.创客

空间是需要馆员掌握多项能力素养的新事物,如馆

员需掌握学习能力、协作能力、宣传能力、服务不同

类型用户以及适应环境变化等能力[３８];且训练用

户、技术恐惧心理(TechnophoBia)是目前高校图书

馆馆员面临的主要难题[３９].高校图书馆应定期开

展创客培训,帮助馆员提升能力素养以面对这些

挑战.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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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所起作用及存在问题

６１６４％的受访者认为创客空间可以提高高校

图书馆用户自主学习能力,６０２７％的受访者认为创

客空间相关服务具有促进交流和共享的积极作用,

５４７９％的受访者认为创客空间可以提高高校图书

馆用户动手学习能力、促进共同学习以及改变学习

方式等.创客空间给高校图书馆带来积极作用的同

时,也存在以下发展上的局限性:资金限制是高校图

书馆构建和发展创客空间主要短板;缺乏专业创客

馆员、设备配置不全和空间局限是主要面临的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学者在期刊论述中较为重点

关注的安全和噪音问题[４０]在本调研中并不突出,详
见表４.

表４　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存在问题一览表

题项 数量
占百分比

(％)
题项 数量

占百分比

(％)

资金限制 ４７ ６４３８ 缺乏国家政策支持 １５ ２０５５

缺乏专业创客馆员 ４４ ６０２７ 与用户需求脱节 １４ １９１８

设备配置不全 ４２ ５７５３ 缺乏监管机制 １２ １６４４

空间局限 ３６ ４９３２ 未对创业提供支持 １１ １５０７

空间整合难度大 ３６ ４９３２ 安全问题 ８ １０９６

教育理念落后 ３０ ４１１０ 缺乏用户反馈机制 ８ １０９６

缺乏领导支持 ２２ ３０１４ 噪音问题 ４ ５４８

缺乏行业统一标准 ２１ ２８７７

５　思考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如何有效构建高校图书馆

创客空间并促进其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如下思考.
(１)提高用户参与度,做到服务和建设同步发

展.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许多高校开展了创

新创业教育工作,但进展缓慢,成效较低[４１].创客

空间是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

要环节[４２].创客运动进入高校图书馆,提供信息交

流和动手制作学习平台,能够加速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发展进程.由数据分析可知,创客空间可为高校

图书馆带来促进信息交流和共享、提高自主学习能

力、促进创新及促进跨学科互动等作用,这些均是信

息时代培养高校用户信息素养的主要内容[４３].因

而,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内,创客空间将在条件允许

的高校图书馆中落地开花.但需要注意的是,调查

显示创客空间的使用率较低,仅为１０５％.鉴于

此,高校图书馆在构建创客空间时需防止“只重前期

建设而轻后续服务”问题的产生,在构建过程中,应
大力向图书馆用户宣传,举办相应培训活动进行服

务推广,以提高用户的参与度,做到服务和建设同步

发展.
(２)探寻图书馆创客空间有效运营模式,提供需

求合一的创客空间服务内容.分析结果显示,受访

者选择创客空间物理空间类型以讨论区及活动室等

信息交流型物理空间为主;然而,调查数据显示,

８６３０％高校图书馆馆员选择实践活动型为创客空

间运营模式,这与实际选择的物理空间类型出入较

大.可以看出,高校图书馆的创客空间运营模式与

实际应用的物理空间类型并不匹配.这表明:高校

图书馆创客空间提供的物理空间设施与实际需求不

一致.鉴于此,国内高校图书馆在构建创客空间时,
应探寻本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有效运营模式,提供

需求合一的创客空间服务内容.如高校图书馆在计

划构建创客空间时,应先深入到高校图书馆用户群

体中进行调查,在充分地了解高校图书馆用户的创

客空间模式需求倾向的基础上,结合本校图书馆创

客空间的实际物理空间类型,开展与用户需求内容

相一致的创客空间内容服务,如此以提升用户主人

翁意识,从而增强创客空间用户粘性.
(３)促进制作类技术与传统图书馆知识服务融

合,提升服务效能.调查结果显示,数字类技术,如

３D打印技术、CAD绘图技术等应用/计划被应用比

例较高;而激光切割技术、木工制作技术、修焊补技

术等用于制作实际物体的技术应用/计划被应用比

例较低.究其根本原因,当前创客空间引进的制造

类技术并未与传统图书馆知识服务深度融合,因而

无法支撑其在图书馆内的运行和发展.吴慰慈教授

曾提到图书馆学情报学区别其他专业的本质要素是

“知识组织与信息服务”[４４],创客空间作为图书馆新

型创新性服务项目,其所引进的制作类技术应能服

务于知识组织和信息服务,满足用户对图书馆信息

资源的需求.因而,高校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服务

时,应将制造类技术融入教育与研究的过程中,通过

深化图书馆与相关院系的合作力度,如创新创业部

门或工科院系,共同合作开发实践动手类培训内容,
一站式辅助完成科研、教学、实践等任务,建立以读

者需求为核心,以专业相依为原则、以知识服务为最

终目标的图书馆创客空间服务理念和框架,提升图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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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创客空间服务效能[４５].
(４)多措并举、多方合作,降低创客空间运营风

险.由调查结果可知,高校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的

资金大部分来自于馆内预算和预算外专款支出,外
部收入较少.由于资金流来源单一且高校图书馆并

非盈利机构,一旦该项目预算缩减将影响创客空间

的日常运维.鉴于此,高校图书馆构建创客空间时,
可多措并举多方合作,降低创客空间运营风险.其

一,以最小的资源投入提供创客空间服务.如在构

建永久性实体创客空间之前,可借鉴澳大利亚科廷

大学图书馆构建移动型创客空间[４６],将其当作实验

先驱,探索用户的兴趣点,试点式开展本馆所需创客

空间服务,降低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投资风险.其

二,以开源的姿态吸引资金.高校图书馆可为募集

过资金或捐赠过相关仪器的企业或个人办理 VIP
卡,供其免费使用创客空间资源以及进行项目研发

等.其三,吸纳社会资本将创客空间市场化.高校

图书馆可通过网上众筹等筹集资金,创客空间建成

后进行市场化运营,收取会员费、设备使用费、项目

孵化费等,将所得收益与出资人按比例分成,保障出

资人权益.
(５)调整创客空间馆员构成方式,构建专业有效

的创客馆员服务队伍.馆员是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

分,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可持续化发展离不开馆

员的服务和指导.结果显示,高校创客空间指导员

构成类型多样,以馆员为主,志愿者、其他、专业研究

员和教育工作者为辅,但并未形成专业性创客服务

团队.基于此,各高校图书馆在计划培训活动时,可
合理调整创客空间馆员构成方式,构建专业有效的

创客馆员服务队伍.如将相关馆员按年龄层次分为

青、中、老馆员三大群体(人数依次递减层金字塔

型),从三个年龄层中派出相应人员进行与其年龄匹

配的创客空间培训.例如青年人精力充沛,技术敏

感度高,易于接受新事物,可以让其学习实践技术操

作类创客内容;中年人经验丰富,专业知识扎实,可
以对其进行创客空间管理和运维内容的培训;老年

人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决策能力,情绪稳定,可以

让其统领全局和其他创客空间主要领军人物对话,
从宏观层面把握创客空间的发展脉络.以青、中、老
三个年龄阶段组合而成的创客空间人员梯队可以合

理配置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确保各年龄阶段的馆

员都能够参与其中,从而全面调动馆员积极性[４７].

致谢:调研过程中得到了许多高校图书馆馆员

和研究人员的大力支持,如北京大学朱强教授、武汉

大学黄勇凯副馆长及淮海工学院王启云先生等,在

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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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andAnalysisontheCurrentStatusofMakerspaceinChinasUniversityLibrary

CaoFenfang　YangHaijuan　HuangYongkai　 HuangChengsong

Abstract:ThispaperexploresthestatequoofuniversitylibrarymakerspaceinChina,providingdata
supportsandstrategiestofacilitatethehealth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universitylibrary makＧ
erspace．Basedontheliteraturereviewoftheempiricalresearchoflibrarymakerspacesinwestcountry,a
questionnairesurveywasconductedtocollect１３７validresponses．Thefindingsrevealthatalthoughthereis
highＧleveladoptionofuniversitylibrarymakerspacesinChina,theutilizationrateofChinsesuniversityliＧ
brarymakerspacesstillstayslow．Themainfundingsourcesofuniversitylibrariesmakerspacesarelibrary
budgetandspecialfundsfromthelibrary．Digitaltechnologyhashigherutilizationratewhilethemaking
technologyhaslowerutilizationrate．TherearelessprofessionaltrainingactivitiesforlibrariansinuniversiＧ
tylibrariesmakerspaces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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