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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电子教参服务的进展与问题探讨∗

□陈铭　叶继元

　　摘要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图书馆开始辅助教学过程,为高校的教学活动做资源

保障.国外高校图书馆很早就开始提供电子教参或电子保存本(EＧReserve)的服务,并已非常普

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了提升国内图书馆深入教学活动服务的水平,通过文献调研和网

络调研相结合的方法,总结了国外高校图书馆先进的 EＧReserve服务经验.并分析了我国高校

图书馆教学参考资源服务的现状,针对目前存在的与高校课程未能实时对接、类型单一、完整性

和系统性不足等问题,提出了国内高校图书馆建设EＧReserve的策略.
关键词　电子保存本　电子教参　教学参考资源　读者服务　高校图书馆

分类号　G２５５．２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９

１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图书馆的服务

模式也在发生着变化,正逐步朝着网络化和信息化

方向转型.图书馆开始辅助教学过程,为高校的教

学活动做资源保障.图书馆基于教学的各项服务是

图书馆在学校各专业教师的教学活动中,根据授课

教师的要求,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有针对性地开展与

课程内容相关的资源推荐、资源链接等方面的教学

活动,把图书馆及其资源的利用作为课程教学目标

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书馆通过参与高校的教学活动开展电子教参

或电子保存本(EＧReserve)服务,既有很强的必要

性,亦有确实的可行性.
首先,开展 EＧReserve服务是高校教学活动在

网络环境下的迫切需要.国家和各高校都要求加快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出了尽快革新教学模式与教

学方法的新要求.驱动从以知识灌输式教学、以教

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基于资源的

自主学习模式转变.越来越多的学生已适应网络化

的学习方式,虚拟的学习环境会逐渐成为学生的主

流学习模式之一.这就需要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形式

多样、获取方便的教学参考资源来满足他们的自主

学习与科研创新.对于教师来说,他们也需要数字

化、多样化和最新的可以共享的教学参考资源.因

此建立一个资源丰富、使用便捷的 EＧReserve系统,
将高校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嵌入到网络教学平台中,
可以有效地弥补网络学习资源的短缺,在教材建设、
教学方法变革等方面提供有效的文献保障和技术支

持,有助于推动高校教学在网络环境下的深入发展.
另一方面,近年来,在经费预算紧张的情况下,

图书馆虽努力丰富数字资源馆藏量,然而各种电子

资源利用率低的结果难免让图书馆有些尴尬.以电

子书为例,根据书业研究集团(BookIndustryStudy
Group,BISG)的调查[１],虽然现在大部分图书馆都

有电子书资源,但这些资源的借阅率却非常低,只有

２５％的借阅人表示他们曾在过去一年中借阅过一本

电子书.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读者不知道图

书馆提供电子书借阅服务,或电子书馆藏不够丰富

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
图书馆开展EＧReserve服务也具有确实的可行

性.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为教

学和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拥有学科覆盖齐全、内
容丰富的数字化资源,其中有大量与教学有关的课

程资源,这些优势是任何网络资源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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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还是最适合推广电子资源的,因为大学生们有

着阅读“刚需”.除了教科书外,还需要阅读大量任

课教师开列的扩展性专业书籍,电子阅读器等便携

电子设备也让大学生无需天天扛着沉重而不便携带

的各类纸质教学参考书籍.图书馆资源如果能提供

给学生长期稳定且种类丰富的专业电子教参,无疑

会受到学生的青睐,从而提高图书馆电子资源的利

用率.
因此,面对高校师生在网络环境下日益迫切的

需求,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嵌入到任课

教师的教学过程中,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前提下,通过

信息技术等手段,对教参资源进行数字化,将课程教

参资源进行整合,为学校师生提供多样化的教参资

源信息服务和一体化的、便捷的网络学习环境.通

过创新服务模式充分发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和知识

服务能力,提升面向教学的文献资源保障能力.
通过文献调研和网络调研相结合的方法,总结

和比较了国内外高校图书馆教学参考资源服务的理

论和实践成果,提出图书馆在 EＧReserve服务过程

中需要的技术、资源、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其实践意

义在于:一方面可以支撑高校教学质量和水平的提

升.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利用

率,扩大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扩展图书馆的服务资

源,并促进图书馆服务方式的转变.其理论意义则

可以为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发现新的视角,提升图

书馆的资源建设和服务水平.

２　文献综述

对国内外的相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时间范围设

定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来源数据库包括:EBSCO 学

术期刊文摘及全文数据库、TaylorandFrancis期刊

数据库、CNKI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以“EＧ
Reserve”为关键词,共检索出外文文献３０篇文献.
以“EＧReserve”和“电子教参”为关键词,共检索出中

文文献２０篇.
图书馆“嵌入式”教学活动的概念源自１９５９ 年

美国学者柯奈普(P．B．Knapp)提出的图书馆利用

教育与学科教师合作的思想[２].之后大卫科亨

(DavidCohen)认为如果不能有效地融入课程教学

管理系统过程,高校图书馆作为全校文献信息中心

的作用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３].在国外,提供课程

参考资料服务已成为高校图书馆的主要工作内容之

一,其服务已比较成熟、完善.教师和学生都已经习

惯了并且离不开图书馆提供的这项服务.国外学者

多强调了EＧReserve的重要性以及与课程管理系统

相融合的必要性,探讨了该如何与课程管理系统相

整合.如基奔(Gibbons)的调研证实多数图书馆非

常重视将电子教参资源融入课程管理系统[４].英国

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InformationSystems
Committee,JISC)主持的国家电子图书使用调研项

目(NationaleＧBooksObservatoryProject,NeBO)
总结了用户对电子图书的要求,第一项便是“提供更

多的和教材内容相关的电子图书”.乔迪(JodiPoe)
等认为图书馆的电子教参服务系统需要实现直接推

送多类型教参资源至本校的课程管理系统[５],两者

之间需有效交互.欧非利亚(OpheliaCheung)在

«电子教参实现新途径»(NewApproachestoEＧReＧ
serve)一书中谈到电子教参服务主要运用开放链接

技术在课程管理系统中整合了图书馆的馆藏电子文

献资源和多媒体资源,它必须适应网络环境中自主

学习的需求变化[６].还有很多学者对 EＧReserve管

理和服务的各个环节进行研究,比如苏珊(Susan
Clayton)重点研究了版权环节需要考虑的问题[７].
李晓华(XiaohuaLi)从技术、与课程管理系统融合

等方面探讨了如何提升EＧReserve的服务[８].斯考

特(ScottA．Warren)对图书馆为什么要使用数字对

象标识符(DigitalObjectIdentifiers,DOIs)以及在

EＧReserve中如何使用做了分析[９].金伯瑞(KymＧ
berly)等还对版权管理、课程管理系统的使用、经费

管理 等 多 个 方 面 研 究 了 EＧReserve 服 务 模 式 的

转型[１０].

２０世纪后期,EＧReserve服务的理念开始传入

国内,一些大学如上海交通大学、沈阳师范大学、华
南理工大学等的图书馆相继开展了“嵌入式”教学的

实践研究.但多集中于实际做法、创新实践或应用

案例的介绍,如王昕等对上海交通大学“９８５工程”
三期项目的子项目———“新型电子教参服务”的建设

实践做了分析和总结[１１],并对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的多类型电子教参资源建设实践做了研究[１２].汤

莉华等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的电子教参移动阅读服

务模式[１３].陈伟以青海大学图书馆为例,谈了该馆

融入教学的电子教参系统的建设实践[１４].郝媛玲

等对国内５０所高校图书馆的电子教参信息服务情

况进行了比较分析[１５].也有国内学者对国外EＧReＧ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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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服务的理念和模式进行介绍,如郭敏等从相关

标准、战略规划、信息素养教育、实践成果四个方面

归纳了国外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的理论及实践

成果[１６].朱宁介绍了国外高校图书馆“一站式”联
合协作的教参服务体系 ARES的应用[１７].但是尚

没有对国内外图书馆 EＧReserve服务做系统性的总

结与评述,也没有对国内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并提出可操作的策略和措施.

３　CourseReserve和EＧReserve的概念界定

课程保存本(CourseReserve)是指由任课教师

指定或提供、图书馆从馆里普通流通的书目中截留

出的图书资料.这些图书资料被放到特定的服务台

(ReserveDesk),供有需要的师生在馆内浏览或限

时出借,形成优先定制服务的课程资源储备和保障

体系.这项服务在２０世纪早期就在国外各大图书

馆开展了.一直到现在,美国各学术图书馆也都还

保留纸质版本的 CourseReserve服务,但是借阅期

限较短.如果归还迟了的话,还会产生很重的罚金.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CourseReserve逐渐呈现

出新的方式.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最早实施了一

个项目,把纸质版本的收藏转为了电子平台[１８].随

着网络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发展以及用户需求的变

化,到了２０世纪末,大批图书馆都开始提供电子保

存本(EＧReserve)的服务,为本校教师提供纸本文献

数字化服务,保证学生可以及时地获取到课堂所需

的资料.EＧReserve在国内被翻译为电子保存本或

者电子教参.它是一种系统的数字化服务模式.任

课教师被允许预留书籍、期刊、报纸、电影、声音资料

或文章、书籍的某一部分为课堂教学所使用,通常由

任课教师提出需求,把需要的资源名称上传,然后由

图书馆配备管理人员按照顺序来进行处理.对于已

订购的数据库资源,找到对应的信息提供链接,指导

如何获得其永久链接地址;对于未订购的资源,馆员

还会去购买或者提供扫描设备,统一扫描格式来扫

描书籍章节,创建资源链接.图书馆还需要获得版

权许可,内容不超过书的１０％或者是书的一章或者

是期刊的一篇文章,通常保存为PDF格式.图书馆

会将最终的教参资料加入到网络教学平台的课程

中.这已成为图书馆支持教学的核心业务之一.图

书馆承担了EＧReserve控制的全过程,及人员、设备

等相关费用.这种图书馆服务方式经西方高校不断

推广改进后,逐渐成为一种较为普及的推动教学方

式改革和辅助教学的一种有效措施.

４　国外EＧReserve服务的发展经验

目前,EＧReserve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

家的高校图书馆已经十分普及.国外发达国家高校

都已形成完善的教学参考资源服务体系,由图书馆

配合学校教学系统,提供对纸本与数字化的教学参

考资源进行收集、加工、链接、上传等服务.笔者对

２０１６年 U．S．News美国大学排名前１００名的大学

图书馆和部分在查阅文献时发现的有 EＧReserve特

色的北美其他大学图书馆的 EＧReserve服务进行了

图书馆主页调研,经过分类总结,得出了以下发展

经验.

４．１　EＧReserve和课程管理系统的完美结合

国外各高校大部分建设有课程的网络教学平

台,也叫课程管理系统(Course ManagementSysＧ
tem),常 用 的 包 括:Blackboard、Chalk、Stella、

WebCT、SmartSite、Angle等.其中 Blackboard是

使用最多的一个平台,并且是目前市场上唯一支持

百万级用户的教学平台.它作为全球最大的网络教

学平台方案提供商,根据其网站所显示,已与７２％
的全球著名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包括美国的

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杜克大学以及中国的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Blackboard平台

作为一个课程管理系统,在电子资源的组织与传递

方面具有优势,它给那些选修了课程的学生以权限,
学生通过账号密码登录平台,从而可以及时获取课

程资源.
课程管理系统可以直接和 EＧReserve相连接,

从而方便学生在平台里直接获取由图书馆事先为该

课程制作好的各种教学补充资源.其整合可以通过

两种方式,一是将图书馆 EＧReserve中的文献,以超

链接的形式,对应到Blackboard平台的相对应的课

程上;二是直接购买Blackboard系列产品中的内容

管理模块(BlackboardContent),把它作为图书馆

EＧReserve的平台,从而更直接地与 Blackboard 平

台的学习管理模块进行整合.如蒙特克莱尔州立大

学(MontclairStateUniversity)图书馆将电子保存

本系统从 Docutek 迁移到 Blackboard的内容管理

平台上,不仅让电子保存本的管理与使用更为方便,
还为学校节省了经费开支[１９].另外美国软件发展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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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AtlasSystem２００９年投入使用的整合了多种

资源的一站式的自动化教参系统 (AutomatedReＧ
servesSystem,ARES)为康奈尔大学、南加利福尼

亚大学等多所大学所使用,它可以方便地嵌入课程

管理系统,实现两者的整合,带来了良好的使用

效果[２０].

４．２　多种功能的提供

除了提供教学资源外,各大学图书馆还提供了

多种功能方便读者使用.如网站提供使用指南,指
导教师如何链接数据库、电子期刊论文、电子图书

等.比如针对具体的数据库,图文并茂地说明如何

复制该数据库文献的永久链接,如何自行在 BlackＧ
board平台课程中的相应位置链接上所需要的电子

资源供学生使用.同时在指南中也说明可请图书馆

员提供帮助.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做了 EＧReserve
的常见问题集(ReservesFrequentlyAskedQuesＧ
tions)以方便新用户能快速上手.并建设了需求提

交平台(OnlineReserveRequestService,ORRS)和
课程资源两个平台.图书馆还提供了课程的目录列

表并能够直接链接到课程.卡内基梅隆大学图书

馆提供了数字化工作站,帮助收集数字化资源、储存

音频资料.
还有很多大学图书馆提供了课程目录(Course

Catalog)检索平台.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和康

奈尔大学图书馆网站的检索平台提供了课程编号、
教师姓名、课程名称、院系四种搜索途径,在检索结

果中会提供与课程相关教材的信息,包括纸质教材

馆藏地址和电子教参全文链接.哈佛大学图书馆和

耶鲁大学图书馆网站的检索平台搜索结果中,除了

提供授课教师姓名、上课时间、地点等课程信息之

外,还提供教学参考资源信息和校园书店的主页

链接.

４．３　相关标准的保障

美国为保障图书馆文献资源而制定了相关标

准,其中都提到了教学资源,他们在资源建设中十分

重视教学文献资源.例如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

会(AssociationofCollegeandResearchLibraries,

ACRL)２０１１ 年 制 定 的 «高 等 教 育 图 书 馆 标 准»
(StandardsforLibrariesinHigherEducation)中
规定:图书馆要提供充足的文献,并且要保证文献的

质量、深度、多样性、格式规范化等以便支持科研和

教学[２１].在美国图书馆协会２０１３年仲冬会议上修

改批准的«ACRL基于本科生的大学图书馆服务指

南»(ACRL Guidelines for University Library
ServicestoUndergraduateStudents)中也提到,提
供给本科生的馆藏资源要满足用户的需求及他们所

学课程重点的需要.在注意事项中很多与教学资源

相关,例如,因为许多课程选修人数多从而需大批同

样的资料时,图书馆不光要提供纸质资源,还要提供

电子资源,并把电子资源加入课程管理系统;还要注

意馆藏应能满足不断变化的课程需要,因此馆藏也

需要动态更新等[２２].可见美国高校图书馆制定了

各种标准为支撑教学资源建设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和

工作的准则.

４．４　信息技术的助力

随着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图书馆

开展的辅助教学过程中,各种技术的支持和应用也

如虎添翼.康奈尔大学的 AlbertR．Mann 图书馆

建立了“学习技术中心”,里面设有教学设计实验室,
不光提供教学所需各种设备,还提供Authorware等

软件和多媒体应用、数据库设计、用户界面技术指导

等一系列支持教学的技术服务.圣心大学(Sacred
HeartUniversity)启用了创新的图书馆系统,这个

新系统可以提升图书馆员满足教师需求的能力,并
且减少处理时间.它使用AdobeAcrobat来扫描EＧ
Reserve里的资料并上传,增强了图像的质量,最后

的图像尺寸也更容易控制,从而用户不需要为一个

文档而下载多个图像文件.宾汉姆顿大学(BingＧ
hamtonUniversity)图书馆的课程管理系统使用了

Webdave的技术,方便使用者在课程里上传、管理并

重新使用一些文章,从而提高了准确性和有效性.
北伊利诺斯大学艺术史系和图书馆数字工程部

合作,由图书馆管理人员为教师提供课堂教学所需

要的技术及其在实际教学中的各种应用,还提供通

过网上搜索到的可以整合到课堂教学中去的幻

灯片.
圣心大学图书馆使用了 Coldfusion和 Adobe

Flex技术,这项技术可以让图书馆员跟踪、浏览需

求者的信息、指定的文件、需求时间和课程信息,并
且通过Flex平台来更新已提交的申请,从而直接把

需求发给数据库,消除一些被处理错误的请求.图

书馆员通常根据以下几种情况来进行文件的分类:
(１)在已订购的数据库中可以找到的文章;(２)属于

教师或者图书馆的文章或图书章节的复制;(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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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际互借可以获得的文章.

４．５　统计数据的利用与评价体系的建立

EＧReserve使用后也需要有一个使用量的统计

和对教学的考核评价体系,看是否能有效地改进教

学方式、提高教学水平,并能更好地提高 EＧReserve
的使用量,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节省版权费用.
比如丹佛大学(UniversityofDenver)给全校教师

发放了一份问卷调查,测试了他们使用 EＧReserve
的满意程度.

加拿大多伦多的瑞尔森大学(RyersonUniverＧ
sity)图书馆里下设了数字媒体项目(OfficeofDigitＧ
alMediaProject,DMP)部门,帮助测试Blackboard
的使用数据.

EＧReserve是否能满足学生所学课程的文献资

源需求,是否能对教学效果有所促进,可以通过学生

满意度评价、访谈、问卷调查等形式来收集反馈意

见,从而建立相关的考核评价体系.比如道尔顿商

学院,每个学年结束后,图书馆员都会与该课程的任

课教师合作,通过李克特五点量表的问卷调查,结合

课前课后对学生的测试,来评估图书馆服务于教学

的效果,并探索如何更好地加强图书馆教学参考资

源的服务[２３].

４．６　版权管理的执行

美国对于版权问题十分重视,从版权局(US
CopyrightOffice)的 «教 室 指 南»(Agreementon
GuidelinesonClassroomCopyinginNot－For－
ProfitEducationalInstitutions with Respectto
BooksandPeriodicals)到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Ｇ
canLibraryAssociation,ALA)«关于大学为教室研

究和图书馆参考资料使用复制的模板政策»(Model
PolicyConcerningCollegeandUniversityPhotoＧ
copyingforClassroom,ResearchandLibraryReＧ
serveUse)和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关于合理使用

和EＧReserves的声明»(StatementonFairUseand
ElectronicReserve)都有严格的版权政策.还有一

个专门的机构叫做合理使用联盟(Conferenceon
FairUse,CONFU)专门出台了对于«EＧReserve系

统合理使用指南»(FairUseGuidelinesforElecＧ
tronicReserveSystems),详 细 地 列 出 对 于 EＧReＧ
serve服务平台教参资料版权的要求.各大学图书

馆也根据这些政策制定了本校的 EＧReserve政策.
除要求教师自行解决数字化内容版权问题并在上传

课程资料时表明引用来源外,对于“合理使用”的数

量及使用时间都有严格的限定,以防产生侵权.在

数量上不允许超过任何一个数据库来源所规定的合

理使用范围.比如不允许超过一本书的１０％,不允

许一期期刊的多篇文章.在时间上每学期结束时这

些电子教参就被停止使用,不允许超过多个学期连

续使用.西北大学(NorthwesternUniversity)基于

美国图书馆协会为 EＧReserve在１９９５年更新的规

定,并结合１９９８年为«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igital
MillenniumCopyrightAct)更新的内容,创立了本

校的规则,要求遵守合理使用的规定,或是接受数据

库提供商的版权许可.
还有些图书馆因为预算的限制,会对每一门课

程允许的资源数量做一些限制.比如华盛顿州立大

学限制了每门课只有２０项资源.每门课支付版权

费用不能超过１５０美元等.
提供内容的数据库链接是解决版权问题的有效

方法,图书馆管理人员将会考察教师上传的这些资

料是否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数据库里存在,如果存

在将会提供稳定的链接.但并不是所有的数据库都

允许做课程链接,比如«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Review)明确禁止在课程管理系统上做链

接.而且除非特别授权,数据库内容的链接权一般

在购买协议中都是有明确约定的,但图书馆会在购

买数据库时积极争取链接权.

５　我国图书馆教学参考资源服务的现状

早在 ２００４ 年,中 国 高 等 教 育 文 献 保 障 系 统

(ChinaAcademicLibrary &InformationSystem,

CALIS)就以“高校教学参考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
作为“十五”规划建设的重要子项目之一,并联合全

国５１所高校初步建成了“中国高校教学参考信息中

心”,为CALIS成员馆的用户提供课程与教学参考

资料书目信息在线检索服务.后该项目又历经了

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１年的两个发展与完善阶段,目前建

成了“CALIS高校教学参考书全文数据库”[２４],该平

台以方正阿帕比(Apabi)数字图书馆为基础,可以为

CALIS成员馆的用户提供各高校的教参信息的检

索(可以通过课程名称、教师、开课年,学校名称来进

行搜索)、在线浏览、在线阅读及采购教参书等功能

以及其它与教学有关的信息服务,实现高校读者通

过网络来共享教参信息,促进了各高校教学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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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但美中不足的是,它没有将教材与高校现有

课程进行关联,不能实现信息动态融合.目前系统

里所含有的课程和学校资源都不全,只有少量国外

学校的课程,且推荐的教参也很少,有些书也比较

旧,系统性不够.且教参资源类型单一,主要以图书

为主,没有网络课件、音视频多媒体资料等多种类

型.因此这个数据库对课程教学支持的作用非常

有限.

２０１２年由复旦大学图书馆等承建的 CALIS三

期全国教参系统扩大参建范围达到８０所高校.新

增了５万条全文电子教学参考书,和７万多条高等

院校教学参考信息.还采集了国外著名高校的近６
万门课程信息.并开发了符合高校教学要求的 EＧ
Learning服务平台.目前平台已在复旦大学的SaＧ
kai教学平台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卓越课程中心运行.

CALIS的丰富教参资源以及相关图书馆服务嵌入

了高校教学活动中.这比原来的教参系统有了很大

提升.
江苏省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JALIS)在“十

五”期间也确立了“高校教材及教学参考书数据库系

统建设”子项目,方正 Apabi数字图书馆与 CALIS
合作也建立了高校教学参考书数据库.在 CALIS
和JALIS等项目的影响和推动下,各高校图书馆也

纷纷开展了数字化教学参考书的管理与服务,有一

些图书馆还自建了教学参考信息系统,比如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青海大学、
四川大学等.有的系统比较简单,比如四川大学;有
的系统做得比较全面,比如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

学、厦门大学等将各种类型的教学资源进行整合,与
选课系统无缝融合,有效地融入了教学系统.还有

一些图书馆与数据库厂商合作开发了教学参考系

统,比如青海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他们在开发建

设中很好地利用了数据库已有的教参资源,扩大了

服务范围.２０１０年已有超过６０％ 的中国高校开始

使用课程管理系统[２５],但是在Blackboard平台里没

有图书馆资源的嵌入,在应用中也仍然存在问题.
近几年,国内的一些教参系统服务发展迅速,已

初见成效,但和国外相比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究

其原因,一是国内高校教学网络化程度进展比国外

慢.在网络化的设备和技术上国内起步晚于国外.
国内高校在图书馆辅助教学活动的服务上开始得也

比较晚,加之高校使用课程管理系统也是近几年才

开始,相对来说经验不足,因此能对教学活动提供实

时文献资源网络辅助的高校就更少了.二是高校各

个部门在推进 EＧReserve中还没有进行很好地融

合.EＧReserve能否有效实施需要各个部门的相互

协作.国内很多高校还没有牵头组织各个部门来进

行各项资源的实时整合.然而 EＧReserve服务作为

一个发展趋势,将成为新时代的图书馆人积极推广

的整合网络资源嵌入网络教学平台的新的服务

方向.

６　国内高校图书馆EＧReserve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６．１　加快对课程管理系统的建设并实现与 EＧReＧ
serve系统的融合

Blackboard等课程管理系统是国际上被众多知

名高校使用且被公认的先进的课程管理系统,它使

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加强对先进的课程管

理系统的建设,对于加快我国高校教学信息化进程,
使我国高校网络化教学尽早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非

常必要的.虽然国内很多高校也启用了课程管理系

统,但在功能上还未能和教参系统整合.由于电子

教参系统与课程管理系统在很多高校都是分属于图

书馆和教务部门管理,造成课程与相关教参资源有

效融合关联程度不够,导致教参服务功能封闭,无法

满足师生获取课程资源的需求.因此,图书馆应构

建能融入教学环境的电子教参资源系统,尽快实现

电子教参系统与课程管理系统的融合.只有将图书

馆电子教参资源系统完全有效地融入学校的课程管

理系统,才能实现教学课程信息与教参资源的实时

互通.

６．２　注重各部门之间的合作

合作是图书馆电子教参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保证.合作体现在图书馆与网络学习环境整合的各

个方面,既包括图书馆、学校各院系、教务部门、信息

技术中心之间的相互合作,也包括学习者、教师、图
书馆员、IT 技术人员之间的相互合作.为促进合

作,需要图书馆的学科馆员积极加入和进行各方面

的协调.如在院系层面,图书馆为教师提供一站式

的服务,建立教师向图书馆提交课程教参资料清单

的渠道;建立处理教参资料清单的工作流程等.在

学校层面,图书馆负责学校课程资源的构建,教务部

门负责课程方面总体框架的搭建,包括教参系统与

选课系统的对接等;计算中心负责具体课程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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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导和系统的平台建设等,包括对师生进行电

子教参系统的培训和使用推广,数据库的建设与维

护等工作.只有各部门通力合作,图书馆EＧReserve
服务才能真正发挥功效.

６．３　加强对版权管理的执行

版权管理也是图书馆开展 EＧReserve服务时不

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它需要保证资源是属于合理使

用的范畴.在我国,虽然也有著作权方面的法律法

规,很多高校图书馆也启用了数字版权管理(DRM)
技术,并且一些高校也制定了本校相关的一些版权

政策,但是执行情况却不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严格.
图书馆服务工作中也没有相应的文献版权跟踪认定

流程.建议由起行业领导作用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带

领各高校图书馆共同制定详细的 EＧReserve版权政

策,明确需要授权的资源,规定合理使用的范围和数

量,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如果国内高校图书馆能

扎实做好文献的版权管理细化工作,不仅有利于当

下的文献资源的管理与使用,也能为图书馆未来的

良性发展铺就坚实的道路.

６．４　完善对EＧReserve功能的设计

努力使 EＧReserve系统为学生提供多种功能.
国外图书馆在EＧReserve系统里都会尽力提供各种

功能以提升服务的水平,如丰富的检索功能、指导功

能等.国内图书馆在开展 EＧReserve服务时也需要

更加花心思去针对电子资源的特点完善对 EＧReＧ
serve功能的设计.比如将纸质教科书和教学参考

书转化成电子文本时,如果只是单纯做文本转化,会
使学生阅读感觉枯燥,而且不能体现数字化的优势.
因此图书馆在进行扫描上传电子资源时,精心设计

教参的电子形式,如插入视频或者放入一些相关条

目链接,使其变得更符合学生的阅读需求,帮助学生

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横向或者纵向挖掘知识,甚
至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个性化教科书或者通过

形式多样的课外阅读来发现自我兴趣和自身优势的

探索等.

６．５　制定相关标准和规划

从国外EＧReserve的实践经验来看,国外很多

高校图书馆都针对教学类文献资源制定了严格和详

细的要求、标准和相关的规划.而我国图书馆目前

缺乏对于教学类文献资源的相关标准和规定,当前

只有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
订)»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图书馆应最大限度地满

足读者的需要,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提供切实有效

的文献信息保障[２６].这对于教学文献资源的选择、
利用、发展等都是十分不利的.国内高校图书馆在

资源发展中非常需要注重从制度上加以规定和规

范,重视对教学文献资源保障相关标准的制定和实

施,以及对于未来发展的长远规划.可参考国外图

书馆或图书馆协会制定的规范和一些战略规划中的

要点,并结合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实际情况,以师生需

求为导向制定标准和规划.这样才能从制度上给予

教学资源以长期可持续性的保障.

６．６　参与辅助 MOOC课程建设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慕课(Massive
OpenOnlineCourse,MOOC)作为基于网络的崭新

教学模式,近年来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关注点,世界

各地的著名高校纷纷加入,把优质课程资源在互联

网上公开.国内各所大学也开始逐渐把高质量的课

程转化成 MOOC课程.MOOC 实现了大规模并且

个性化、自由化的学习方式,使更多的人有可能享受

优质的教育资源.课程对高质量的教学资源和服务

的需求也更加强烈.图书馆的 EＧReserve服务也必

须与时俱进,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从做好高校普通

课程的教学辅助工作到逐渐做好 MOOC课程的教

学辅助工作.努力建设类型更多样、内容更丰富的

多媒体资源库,将人员、设备、系统和资源等进行全

面优化和融合,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同时也可以

扩大图书馆对于学习过程的影响力,从而更全面地

促进图书馆的发展.

７　结语

通过对国内外图书馆教学参考资源服务的分析

和总结,可以看出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

服务差距还很大.由于开展时间较晚、网络化水平

较低等原因,我国高校图书馆在教学参考资源服务

上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国外 EＧReserve普及时间

比较长,积累了很多先进的经验可资借鉴,如与课程

管理系统的结合、多种功能的提供、标准保障、技术

助力、版权管理等方面都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参考文献

１　新研究显示图书馆电子书使用情况[EB/OL]．[２０１６－０６－３０]．
http://www．sinomaps．com/a/xinwendongtai/hangyedongtai/

hangyexinwen/２０１５/１２２２/２０７３１．html．
２　KnappPB．Pioneerinlibraryinstruction[EB/OL]．[２０１６－０６－

２７

高校图书馆电子教参服务的进展与问题探讨/陈铭,叶继元
TheResearchofEＧReserveServicesinAcademicLibraries/ChenMing,YeJiyuan



2
0

1
7

年
第5

期

２１]．http://www．ils．unc．edu/mpact/mpact．php? op ＝
show _tree&id＝１９４６．

３　VirkusS,AlemuGA,DemissieTA,etal．Integrationofdigital
librariesandvirtuallearningenvironments:aliteraturereview
[J]．LibraryWorld,２００９(３/４):１３６－１５０．

４　GibbonsS．Integrationoflibrariesandcourse—managementsysＧ
tems[J]．LibraryTechnologyReports,２００５,４１(３):１２－２０．

５　JodiPoe,BethanySkaggs．Coursereserves[J]．JournalofInterliＧ
braryLoan,DocumentDelivery & ElectronicReserve,２００８,１８
(１):７９－９１．

６　OpheliaCheung,DanaThomas,SusanPatrick．Newapproaches
toE－Reserve:linking,sharingandstreaming．UnitedKingdom:

ElsevierScience& Technology,２０１０:１１０．
７　SusanClayton．Theimpossibletakesalittlelonger:implementing

acopyrightpolicyforelectronicreserves[J]．JournalofAccess
Services,２００８,５(１－２):２４３－２５０．

８　XiaohuaLi,DavidDemers．Improvingelectronicreserveservices:

acollaborativeeffort[J]．JournalofInterlibraryLoan,Document
Delivery& ElectronicReserve,２０１０,２０(４):２６３－２６９．

９　ScottA．WarrenMAandBSsandBA．DOIsanddeeplinkedE－
Reserves:innovativelinksforthefuture[J]．TechnicalServices
Quarterly,２００５,２２(４):１－１７．

１０　KymberlyAnneG．,LindaF．E－Reservesintransition:exploＧ
ringnewpossibilitiesinE－Reservesservicedelivery[J]．Journal
ofInterlibraryLoan,DocumentDelivery& ElectronicReserve,

２０１１,２１(１－２):３３－５６．
１１　王昕,余晓蔚,潘卫．融入教学的电子教参资源建设实践研究

[J]．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４(２):４６－５０．
１２　王昕,施晓华．融入教学的多类型电子教参资源建设研究[J]．图

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３(１９):３９－４３．
１３　汤莉华,潘卫．电子教参移动阅读服务模式探析[J]．图书馆建

设,２０１４(８):４０－４７．
１４　陈伟．融入教学的高校图书馆电子教参系统建设实践研究———

以青海大学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５(１１):５２－５６．
１５　郝媛玲,冯春英．高校图书馆电子教参信息服务研究[J]．图书馆

学研究,２０１０(１２):７６－８０．
１６　郭敏,张黎,张为杰．基于教学的国外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

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１４(６):６４－６７．
１７　朱宁．高校图书馆电子教参服务新进展———一站式联合协作的

教参服务体系 ARES的应用[J]．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３,５７(２３):５
－９．

１８　KymberlyAnneG．,LindaF．E－Reservesintransition:exploＧ
ringnewpossibilitiesinE－Reservesservicedelivery[J]．Journal
ofInterlibraryLoan,DocumentDelivery&ElectronicReserve,

２０１１(２１):１－２,３３－５６．
１９　ShapireS．MarketingthelibrarywithcontentmanagementsysＧ

tems:acasestudyofBlackboard[J]．LibraryHiTechNews,

２０１２,２９(３):１０－１１．
２０　同１７:５－９．
２１　Standardsforlibrariesinhighereducation[EB/OL]．[２０１６－０６

－１８]．http://www．ala．org/acrl/sites/ala．org．acrl/files/conＧ
tent/standards/slhe．pdf．

２２　ACRLguidelinesforuniversitylibraryservicestoundergraduate
students[EB/OL]．[２０１６－０６－２８]．http://www．ala．org/acＧ
rl/sites/ala．org．acrl/files/content/standards/ulsundergraduate_

revision_draft．pdf．
２３　熊惠玲．国外高校图书馆嵌入式教学服务的实践及启示[J]．图

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５,５９(１７):６７－７２．
２４　苏令云．浅谈 CALIS教参信息数据库的建设[J]．图书馆工作与

研究,２００９(８):２９－３０．
２５　赵国栋．教育信息化国际比较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８:３７７．
２６　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的通知

[EB/OL]．[２０１６－０６－２８]．http://www．edu．cn/２００２０６１０/

３０５８１８０．shtml．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年６月２日

TheResearchofEＧReserveServicesinAcademicLibraries

ChenMing　YeJiyuan

Abstract: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networktechnology,librariesbegintoassisttheteaching
processbyprovidingresourcesforteachingactivities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ForeignuniversitylibrarＧ
ieshavelongbeingofferingEＧreserveservice,whichhavebecomeverypopularandaccumulatedmuchpracＧ
ticalexperience．Inordertoimprovethelevelofthedomesticlibrarytoservetheteachingactivities,this
papersummarizestheexperienceofforeignlibraryEＧReserveservicethroughthemethodsofliteraturereＧ
searchandnetworkresearchandthenanalyzesthepresentsituationoftheteachingreferenceserviceofthe
librariesinourcountry．AimingattheproblemssuchaslackingrealＧtimelinkagewithcourses,lacking
variationofformats,comprehensiveness,andsystematicdesign,thispaperdrawstheinspirationandstratＧ
egyoftheconstructionofEＧReserveinthedomesticuniversity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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