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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背景下图书馆创客空间
功能定位与发展策略研究∗

□储节旺　是沁

　　摘要　在对创客概念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分析创客空间融入图书馆的可行性,论述图书馆创

客空间的功能定位,提出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发展策略.图书馆创客空间具有传播知识、信息服

务、知识服务、探究学习和创意孵化的功能,图书馆发展创客空间时要从找准平衡点、寻求内外部

合作、完善空间政策规定、挖掘地方特色文化四个方面来保障其功能的实现.
关键词　图书馆　创客空间　创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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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创客空间这一术语最早出自«创客杂志»(Make
Magazine),其定义为: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物理场

所,一个具有加工车间、工作室功能的开放实验室、
工作室、机械加工室[１].目前,大家普遍认可的定义

为:创客空间是一个聚合创客、分享技术、创意并开

展合作、动手创造的实际场所[２].陈庆珠教授指出:
图书馆是进行创意项目的创新工场,是促进创新能

力和经济发展的智慧之源[３].图书馆作为传承优秀

文化、提供知识服务、鼓励思想交流、激励创新的场

所,是设立创客空间的最佳选择.
目前我国对于创客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

建设和运行模式上,并没有从图书馆自身优势出发,
探究图书馆为什么要建立创客空间,图书馆建立创

客空间有哪些优势,图书馆如何提供具体的创客服

务以及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保障图书馆创客服务的开

展.张晓林认为,研究图书馆提供创客空间服务的

问题,并不是多设几个空间、多买一些设备、多办一

些活动的问题,而是重新组织图书馆服务模式的问

题[４].图书馆作为文化服务机构,拥有丰富的文献

信息资源,能提供专业的知识情报服务,并具有无偿

向公众开放等特点,图书馆应该利用这些优势为创

客开展服务,并以此为契机谋求在数字化时代和创

新驱动背景下的服务转型与创新发展.

２　创客空间融入图书馆的可行性分析

２．１　图书馆服务契合创客需求

图书馆拥有一支有专业知识和信息技能的学科

服务团队,团队成员与专家学者和企业之间建立着

良好的联系,是一个汇集信息交流、知识共享、情报

服务、创意培养等功能于一身的非营利性文化教育

机构,能够满足创客的各种需求.具体如表１所示.

２．２　现有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从创客空间的概念被提出开始,图书馆学领域

的专家学者就一直尝试在理论上研究两者建立联系

的可能性.埃德蒙顿公共图书馆的馆员豪格对图书

馆创客空间的实现从基础设施、合作者、志愿者和对

专业馆员的培训几个方面做了细致的研究[５].南卡

罗莱纳州立大学教授莫雷菲尔德指出图书馆创客空

间的开展应该从小处着手,并强调了创客空间政策

和用户协议与创客空间工具同样重要[６].除此之

外,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开始对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功

能作用以及与大数据、云服务的结合展开了深入分

析.内达华大学里诺分校的学者托德通过实地发放

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参加创客活动的来宾派发问卷,
以此了解图书馆资源、创客活动对于参加者知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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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图书馆开展创客空间服务的优势

服务内容 创客需求 图书馆的优势

学习空间

创客的创新并不涉及前沿

科技的创新,而是在现有基

础上的微创新,因此创客需

要与创新项目相关的纸质

文献、电子资源等.

图书馆拥有丰富的馆藏,可为

用户提供大量的纸质文献和

数据库资源,一些地方公共图

书馆和高校图书馆还能提供

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资源.

交流空间

希望与专业领域的学者和

相同兴趣的创业者建立联

系,以便互相交流、分享和

合作.

帮用户搭建线上线下的交流

分享社区,创客还可以得到

图书 馆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的 培

训、指导.

实践空间

创客群体具有“草根性”,创新

主体不是精英基层,大多是普

通人,他们需要以低价来提供

实现创意的设备和场所.

图书馆能提供新兴的数字制

作工具,如３D打印机、三维

扫描仪等,能帮助创客们把

创意变为产品.

创业空间
将创意转化为成果,部分创

新成果可推向市场.

图书馆拥有知识产权、科技

成果转化等方面知识的专业

工作人员,能提供科技查新、

情报分析等知识服务,并能

帮助创客与相关企业建立合

作关系.

新的重要性[７].韩国建国大学图书馆学专家称,创
客空间、大数据、开源与云服务等关键字,被认为是

图书馆４．０的显著特征[８].
我国学者对创客空间的研究起步较晚,起始于

２０１３年,并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达到高峰.笔者以中

国知网收录的期刊文献作为统计源,将检索主题设

置为“创客空间”,条件设为“精确检索”,文献来源选

择“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更新时段选

择“不限”,共检索得到文献１７３条,然后使用文献题

录信息挖掘软件SATI３．２对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
得到了国内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２月创客空间的知识图

谱网络关系图,如图１所示.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创客空间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图书馆服务、创新创业和教育三大

领域.

２．３　多家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建立提供了实践指导

纽约市公共图书馆是第一个提供创客空间服务

的图书馆,从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开展创客体验活动的５
年间,参与图书馆文化活动的人数由１９０万人次上

升到了３９０万人次[９].在欧洲,目前每３个图书馆

就有１个创客空间,９４％没有创客空间的图书馆正

在筹划创建中,他们中的７４％已经开始定期举办创

客活动.国外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成功实践,既说明

图１　创客空间网络知识图谱

了图书馆创办创客空间的可行性,也为国内的建设

提供了参考.
在国内,２０１３年,上海市图书馆“创新空间”

的建立,率先打造了国内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新模

式,在随后的３年时间里,我国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数

量不断增多,从表２可知,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全国图书

馆创客空间由１个增加了１１个,且机构类型由单一

的公共图书馆扩展到了高校图书馆,提供的服务也

越来越丰富,数量的增加和涉及领域的广泛,充分说

明了图书馆在创客空间的建立上有相当大的优势.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图书馆的价值一直停留在

文献资源、数据库资源等显性知识层面,对图书馆蕴

含的隐形知识并没有过多关注,图书馆对于科技创

新、知识创新的价值也受到极大质疑,但是数字技术

革命与国家政策的发布为图书馆的资源、技术、服务

提供了基础物质条件和社会功能扩展空间.

３　图书馆创客空间功能定位

３．１　传播知识的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６年“科技三会”中提出:科
技创新与科技普及是实现创新的两翼,要把科技普

及放在与科学普及同等重要的位置[１０].科学技术

一方面是一种硬实力资源,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又
会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软实力,科技普及就在这一

转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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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我国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建设情况

建立时间 当年增量 机构名称 类型 特色

２０１３．５ １
上海图书馆“创新

空间”

公 共 图 书 馆 创 客

空间

国内首个图书馆创客空间.提供阅读区域、专利标准服务空间、创意

设计展览空间、全媒体交流体验空间等服务.

２０１５．４

２０１５．７

２０１５．１０

２０１５．１１

４

长沙 图 书 馆 “新 三

角”创客空间

公 共 图 书 馆 创 客

空间

针对儿童、青少年、普通市民开设不同层次的创客空间,提供创意制

作、创意培训、创意体验、创意展览服务.

成都图书馆“阅创空

间”

公 共 图 书 馆 创 客

空间

包含阅读、数字媒体、创客工作室、小组讨论四个功能区,并搭建了类

似在线论坛的虚拟空间.

天津大学“长荣健豪

文化创客中心”

高 校 图 书 馆 创 客

空间
产学研一体化的结晶,以“云印刷”为特点,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机会.

上海交通大学“交大

－京东创客空间“

高 校 图 书 馆 创 客

空间

校企合作助力创新活动,将高校和社会资源有机结合,开创了新的产

学研合作方式,有效推进创新人才的培养.

２０１６．３

２０１６．３

２０１６．５

２０１６．９

２０１６．９

２０１６．１１

２０１６．１１

７

大庆市图书馆创客

空间

公 共 图 书 馆 创 客

空间
开设了路演展示空间、科普展示空间和会议交流空间.

武汉大学图书馆创

客空间

高 校 图 书 馆 创 客

空间

依托图书馆文化资源,结合阅读推广活动,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提

供影音设备、会议场所、创客分享会等服务.

深 圳 图 书 馆 创 客

空间

公 共 图 书 馆 创 客

空间

提供了创意设计制作区、创意作品展示区、研究学习区、讨论交流区等

服务.

三峡大学“大学生创

客空间”

高 校 图 书 馆 创 客

空间
与库 X咖啡进行资源整合建成,为大学生提供开放式创业平台.

铜陵图书馆“铜图文

化创客中心”

公 共 图 书 馆 创 客

空间

率先打造公共图书馆＋文化创客空间新模式,以地方文化为先导,促

进科技与文化的融合.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

“微空间”

高校图书馆 ＋ 公共

图书馆创客空间

开辟“创意、创想、艺术、音乐”四大主题,为创客和创意提供图书馆特

色空间和服务.

广 州 图 书 馆 创 客

空间

公 共 图 书 馆 创 客

空间
侧重于与企业和机构合作,为社会创新提供平台.

图２　科普的重要性

　　图书馆创客空间最基本的一项功能为传播科技

知识的功能,即科普功能.创客空间基于兴趣的知

识探索,游戏性的学习方式,契合了科普的要求.
科研人员和专家学者是科学信息的主要创造者

和掌握者,图书馆是科技信息的保存者,在科技普及

中都有毋庸置疑的权威和优势.然而目前我国的科

学体制缺乏有效促进科研专家参与科普活动的机

制,因此专家学者就缺乏将科普活动变成自身常态

化工作的动机.另一方面,在开放式协同创新还未

盛行时,科技教育领域鲜少受到社会资本因素的影

响,具有较高的封闭性,加之缺乏对公众需求的了

解,科普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未受到青少年的青睐.
而图书馆创客空间则为专家学者参与科普提供了平

台,并构造了平等交流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公众

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得到专业指导,科研工作者则

收获了公众对于科技创新需求的反馈.
图书馆创客空间对于科普的另一个功能是为公

众提供专业的录音录像设备、３D打印机、笔记本电

脑、电路设计等工具设备,在公众实际动手过程中实

现传播知识的功能.刘华杰认为科普包含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科技知识的普及,第二阶段是科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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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化、社会运作等的传播[１１].他认为在当代中

国需要强调的是科普的第二阶段.相较于科技知

识,科技方法、科技精神、科技经验等更为抽象,大都

属于隐性知识的范畴,公众只能在实践活动中习得,
创客空间正是为学习者提供了体验性学习的场所.
广州市图书馆通过创办弹力小车比赛、制作机床－
牵线木偶、设计红绿灯等活动,在实践操作中传播科

学知识,锻炼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１２].

３．２　信息知识服务功能

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核心价值在于信息保障和知

识服务功能,这是区别于其他类型创客空间的重要

特点[１３].近几年,我国许多高校与公共图书馆开始

为创新企业提供知识情报服务,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图书馆创客空间针对创客的知

识服务贯穿于创客工作的每一个阶段.在创意雏形

阶段,创客空间知识服务的内容是以“信息专家”的
身份为其提供相关科研信息以及相关技能的培养;
到了科研开发阶段,提供科技查新服务,并引进专家

对研发全程进行技术指导,创办创客分享会促进相

关团队之间的互相交流,帮助创客解决实际操作中

的难题;在成果转化过程中,促成高校、企业和政府

之间的合作,凭借图书馆与企业之间建立的良好合

作关系,图书馆学科馆员丰富的知识产权知识和成

果转化经验,帮助创客对接创投机构,解决创客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

图３　图书馆创客空间知识服务平台

３．３　探究学习功能

创客空间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生态系统,知识

的开放获取促进创新是创客活动最显著的优势,也
是最具吸引力的魅力所在[１４].一般高校图书馆创

客空间都会设立知识共享空间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

服务需求,实现图书馆由文献服务、信息服务向知识

服务、空间服务转变的现实要求.这种新型的知识

共享空间的优势在于:首先从知识主体的层面来看,
创新空间的开放性程度越高,参与的用户就越多,目
前来说大多数图书馆创客空间对于知识主体没有严

格的限制,只要预约的用户都可以参与.其次基于

兴趣集聚在一起的创客之间的隐性知识显性化和社

会化不会受到外部社会因素的干扰,且主动积极的

交流和分享也大大降低了知识在传播中的损耗和转

化中的错误率,提高了知识共享的真实性和及时性.
再者,创客之间的知识共享一般能以头脑风暴的方

式刺激创新思维,产生的知识与创意具有“快速反

应”和“及时反馈”的特点,创客将创意转化为产品,
大大缩短了知识运用的“睡美人”时间,提高了效

率[１５].最后,创客空间定期举办创客沙龙、创意竞

赛、创客分享会等形式的活动,为创客们的交流提供

了机会,目前许多创客空间更加注重虚拟空间与物

理空间的结合,以数字化的形式,提供用户所需资源

的免费获取,为更大范围的知识共享和开发利用搭

建了平台.

３．４　创新教育功能

图书馆创客空间区别于商业化的创客空间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它承载着教育功能,在这一功能的发

挥上,美国图书馆创客空间做得尤为出色.他们针

对不同年龄层的用户,开展有针对性的活动.一是

公共图书馆的创客空间,这一类尤其重视青少年的

STEAM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Art,

Mathematics)教育,图书馆提倡家长带着自己的孩

子参与到创客活动中,以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培养动

手能力和团队意识.«多伦多生活杂志»创办的“儿
童创客(MakerKids)”创客空间是开展STEAM 教

育的一个典型案例.它提供了完备的工具条件,活
动的开展基于强大的志愿者基础和学生之间的相互

合作,家长只是充当辅助者的角色,学校鼓励高年级

的学生以充当志愿者的身份来获取公益学时[１６].
二是大学图书馆创客空间,如密歇根大学的３DLab,
圣马特奥大学图书馆创客空间等,这类图书馆创客

空间主要面对青少年大学生,高校开展创客教育的

目的一方面是培养创客人才,另一方面利用创客思

维改造现有的教育体系.前者通过建立创客空间,
配备专业化工具和科研专家指导来实施,后者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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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运动倡导的“干中学”理念融入到学科教育中.
斯坦福大学产品实验室创客空间以手工作坊的形式

鼓励学生解决生活中的难题,是斯坦福大学以成果

为导向的工程课程体系的核心[１７].

３．５　创意孵化功能

“知识螺旋”模型揭示了知识自从产生就处于不

断转化过程中,知识只有在运动过程中才能实现知

识的内化、外化、社会化和群体间的相互融合,才能

满足人类知识获取、利用、创造的需求.图书馆历来

就是主观知识向客观知识转化的空间,核心任务是

将这些进行过整序的知识输入社会环境,因此从知

识转化和创新的角度来看,图书馆创客空间是创意

孵化创新的天然场所.
无论是创意的可行性分析、产品的设计、工艺的

制作、投放市场,都是创意实现的一个阶段,为了更

好地提升公众创新创业的可持续性,图书馆创客空

间需要更加注重创意的培养.对图书馆创客空间的

创意孵化功能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将创意实

现,而并不是商业化这个创意.在国内,创客空间被

创业、孵化之类的概念束缚了,图书馆应该跳脱出这

样的概念和设定,使图书馆创客空间更像是一个“创
意空间”.

对于图书馆创客空间创意孵化功能需要注意的

是:创客空间不直接产生知识、创意,它是通过营造

资源空间、构建知识环境来培育、发展、形成显性、隐
性知识创新孕育因子,以此构建后续知识创新因素,
完成对知识创新过程的支持[１８].

４　图书馆创客空间发展策略

４．１　加大国家政策的扶持力度

图书馆创客空间是一个各要素协同作用的共同

体(如图５所示),外部的环境会直接影响到图书馆

创客空间的有效运行.美国图书馆创客空间蓬勃发

展,与美国政府和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支持息息相关.
美国政府推出一整套完整的支持计划:(１)国家积极

推进图书馆创客空间和创客教育的发展.２０１４年６
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白宫举办了首届创客

嘉年华活动,将６月８日确定为国家创客日,并针对

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政策要求:联
合教育部等５所机构、１５０多所大学、１３０多家图书

馆及相关企业共同打造更多的图书馆创客空间,并
为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引入创业导师,启动跨学科

互动项目,帮助学生成为创客.(２)通过设立专项资

金、国家资助和慈善捐助等方式,给予资金保障.在

国家政策引导下,美国图书馆协会与美国博物馆与

图书馆服务协会(InstituteofMuseumandLibrary
Services,IMLS)及合作机构制定了图书馆创客空间

扶持计划,设立１５０万美元奖金用于奖励提供优质

服务的图书馆创客空间.(３)企业大力扶持创客计

划的发展.乐高公司随后为图书馆创客空间提供工

具和零件支持,响应并支持青少年创客计划[１９].
(４)图书馆界高度重视创客空间发展.２０１４年６年

召开的美国图书馆协会拉斯维加斯夏季会议、２０１５
年６月 ALA旧金山会议都以图书馆创客主题作为

会议讨论的话题,学者在分会场中讨论图书馆创客

空间的建设实践,并总结分享了创客项目的经验和

教训[２０].

图５　图书馆创客空间有效运行要素[２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我国政府共颁布了９个关于创

客空间发展的政策文件.２０１５年３月,国务院办公

厅颁布的«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

指导意见»指出,要充分利用大学科技园、高校、科研

院所的有利条件,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总结推广创

客空间、创业咖啡等新型孵化模式[２２].２０１６年５
月,新颁布的«关于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的实施意见»中要求集成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知识

产权服务机构的力量,实施双创政策的措施,依托现

有创客空间,建设一批双创支撑平台[２３].这些政策

的出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创客空间的发展,但是从

政策要点中可以看出,其中并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

真正提及到如何促进图书馆创客空间发展的,图书

馆学会也未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
图书馆创客空间作为公益性的组织,得到资金

资助的多少将直接影响到创客空间功能实现的质

量,需要相关政策的引导与相关组织的关注.关于

政策的制定,可以借鉴深圳市和安徽省鼓励创客发

展的措施,在高校开办创客教育,加强创客科普宣

传,鼓励经验丰富的创客担任导师,从资金、软硬件

设备、人才等各个方面扶持发展.另一个重要的方

面是发挥中国图书馆学会自上而下的引导作用.

９１

创新驱动背景下图书馆创客空间功能定位与发展策略研究/储节旺,是沁
ResearchonInnovationＧdrivenFunctionTransitionandDevelopmentStrategyofMakerspaceinLibraries/ChuJiewang,ShiQin　　　　



2
0

1
7

年
第5

期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４日,由国家图书馆培训中心主办的

“图书馆创客研习营”活动在北京顺利落幕,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２０日由广州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联合主

办的“创客空间:图书馆里的创造力”国际学术会议

在广州成功举办,这两场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说明国

内的图书馆界开始认识到创办创客空间是图书馆转

型的一个重要举措,中国图书馆学会可以以两次大

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成果为基准,广泛征求用户意

见,尽快发布创客空间建设指南等政策性文件,设立

专项发展基金,开展图书馆馆员培训,从政策规范、
资金保障、战略辅导等方面辅助图书馆创客空间步

入良性发展正轨.

４．２　找准图书馆基本职能与创客空间服务的平衡点

图书馆创客空间建立的初衷是提供给创客一个

将创意变为现实的场所,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国内的

图书馆创客空间都配备齐全了电脑、多媒体投影设

备,３D打印机等,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图书馆的资金

有限,诚然工具和空间在创新创造活动中是必须的,
但并不是图书馆创客空间服务的核心所在,且容易

被社会性创客空间所取代.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丁

市西湖高中的图书馆员卡罗琳表示,她更愿意从基

于图书馆的现有资源为学生举办一些活动开始,而
不是从建立一个物理场所开始[２４].

为了使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更具有竞争优势,
在其发展过程中应突出自身文献信息保障的核心功

能.如成都图书馆结合自身优势建立了“阅创空

间”,由阅读空间、数字化媒体空间、创客工作室、小
组讨论区等４个功能区域组成,旨在解决创客在创

新过程中信息不通畅的问题.再如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集成研讨厅被称为“知识实验室”,实验室

配备的９块大屏幕能够调出不同的屏幕,支持不同

的系统对数据进行分析,便于用户在进行信息分析

时产生头脑风暴[２５].在这个“知识实验室”中,不同

的专家学者可以根据不同的文献资源分析事物未来

发展的态势,相较于个体结论而言,这种环境下产生

的认识更加全面.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知识

实验室”的模式,是图书馆创客空间可以大力借鉴的

模式,基于大量文献和数据分析基础上得到的创新

更具有实际意义.
不论移动互联网技术如何发展,国际图书馆协

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LibraryAsＧ
sociationandInstitutions,IFLA)确定的图书馆保护

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文献信息和开发

智力资源的基本职能不会消亡[２６].也就是说,图书

馆如火如荼地建立创客空间不能以削弱其基本职能

为代价,只有平衡好图书馆建设、用户服务与创客空

间之间的关系,图书馆创客空间才能长久发展下去.

４．３　整合内外部资源,打造完整的创客空间生态链

图书馆创客空间作为公益性的组织,实现的是

从创客到创意的整个过程,并不会过分在意成果的

转化.在一条完整的生态链中,资金的来源和合作

伙伴的选择都是至关重要的要素.
建设创客空间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在图书馆启

动创客项目前,必须首先考虑到筹资模式,一般经费

的来源可考虑政府或图书馆协会的赞助,例如美国

白宫推动的创客运动项目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都

以赞助的方式支持本国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发展,也
可以通过学校拨款、企业赞助或者在线自助筹款等

形式筹集.
对于扩展外部合作伙伴来说,图书馆可以在分

析自身“短板”的基础之上开展合作.如公共图书馆

创客空间缺乏人才、技术的优势,可选择与社会创客

空间、行业协会、技术公司展开合作,为创客项目引

入专业导师,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印第安纳州艾伦

县公共图书馆的“TekVenture”创客空间就是一种

典型的“公共图书馆＋社会创客组织”协作型模式.
艾伦县图书馆在建设创客空间时缺乏技术方面的人

才和相关工具设备,TekVenture作为非营利性的创

新组织缺乏永久性的创新场所,于是两者于２０１１年

开展合作,建立了“TekVentureMakerStation”,由

TekVenture的工作人员和印第安纳州的机械师对

在图书馆参与创客项目的公众提供技术指导,受到

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２７].
对于高校图书馆发展创客空间而言,可以依托

多学科、多专业的资源实现跨学科合作.首先,创客

到创意的过程需要科技查新、培训指导、创意指导、
技术指导、生产服务、知识产权指导等多种类型的服

务,创客空间需要在不同的阶段嵌入不同的创新服

务.其次,创意项目凝结了多学科的知识,需要跨学

科团队的支持,图书馆创客空间又聚集了多专业背

景的学生,包含了各种类型的项目,更需要跨学科专

家的指导,例如当下创客研究热点的智能家居,包含

了人体工学、计算机软件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物理

学专业等多学科的知识,仅凭图书馆学科馆员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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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科导师的指导是很难完成的.国内图书馆创客

空间尚未实现跨学科合作,我们可以借鉴清华大学

X—Lab空间的实践发展经验.在合作范围上,X—

Lab空间以经济管理学院牵头,汇集了清华大学１２
个院系来共同建立;在合作机制上,各学院负责人签

署合作协议,X—Lab团队保持线上线下的密切交

流,在合作组织上,各院系和空间建立了不同专业领

域的创新中心,在创新活动上,每月开展不同主题的

创新创意培训课程、各种讲座和沙龙,为不同学科的

学生提供有针对性地指导[２８].上述做法中图书馆

创客空间可借鉴的做法是:第一,欢迎各个专业的学

生到创客空间分享、交流、实践,促进组建跨学科的

项目团队.第二,在图书馆创客空间和各个学院之

间设立各专业领域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导师可以定

期在图书馆开展讲座或者交流会议,实现各学科资

源的优化组合.

４．４　加强创客空间法规制度的制定,为功能实现提

供保障

国外的图书馆还非常重视内部运行规则的制

定,通常在图书馆的网页上开辟独立的位置以便用

户检索知晓.目前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已制定使用

规则的有:犹他州北洛根图书馆(NorthLoganCity
Library)、派克斯峰图书馆(PikesPeakLibrary)、大
萨德伯里公共图书馆(GreaterSudburyPublicLiＧ
brary);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制定使用规则的有:瓦
尔多斯塔州立大学(ValdostaStateUniversity)的奥

德姆图书馆(Odum Library),马里兰大学图书馆

(LibraryofUMD).这５个创客空间使用政策在组

成部分上大同小异,主要涵盖一般政策、对电脑使用

的规范、用户协议、赔偿责任等,但是公共图书馆和

高校图书馆的政策在细则上还是体现出了一些差

异,具体如表３所示.
表３　国外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运行条例内容比较

图书馆
PikesPeakLibrary
(公共图书馆)[２９]

LibraryofUMD
(高校图书馆)[３０]

身份要求

(１)需持有本馆的读者证件

才能进入;

(２)对不同的创客活动有不

同的年龄要求,除了 AllＧaＧ

gesCodingClub之外的其

他空间,规定进入的用户必

须超过９岁,且９－１２岁的

用户必须由监护人陪同.

目前只对马里兰大学的学

生、教师和工作人员开放.

图书馆
PikesPeakLibrary
(公共图书馆)[２９]

LibraryofUMD
(高校图书馆)[３０]

一般使用

政策

(１)对创客空间使用采取预

约制;

(２)不准携带零食进入,注

意保持空间的整洁;

(３)不允许创建违背本馆政

策的项目,例如含有色情、

暴力等元素的项目;

(４)使用创客空间的用户需

经过专业培训后开展项目

活动;

(５)用户需要按工作人员要

求配备一定的安全装置.

(１)禁止携带饮料和零食;

(２)采取预约制,实际操作

时间可在预约基础上适当

增加;

(３)在使用创客空间计算机

时,不得任意修改软硬件;

(４)用户自己携带外部存储

设备,计算机上保存的任何

信息将在用户注销后被全

部删除;

(５)不可使用设备复制他人

的设计,不得侵犯他人知识

产权.

费用

创客空间一般是免费的,可

能有一些特殊材料会收费,

鼓励用户自己携带材料,经

工作人员批准后便可使用.

创客空间材料免费提供,但

是对于用户损坏、丢失偷盗

设备的情况,用户需要按原

价赔偿.

惩罚措施

用户进入创客空间需签署

协议,违反协议者可能受到

学校纪律处分,对于严重违

反政策条例的用户,学校会

追究其法律责任.

在我国,图书馆创客空间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刚
处于实践初期,其运营制度、管理模式以及一系列的

保障制度还未健全,亟待完善制度化管理.图书馆

创客空间制定的使用政策至少应该包括表３中所涉

及的:如何预约使用创客空间、如何规范使用设备以

及制定合理的收费制度.其次明确服务的对象.对

于高校图书馆而言,服务对象一般都是在校师生,对
于公共图书馆,由于服务对象的群体存在明显差异,
图书馆应该针对不同年龄层次开展不同的创客活动

与服务.除此之外,需要借鉴马里兰大学图书馆对

于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公共信息的合理使用等

涉及到法律或伦理问题的规定.创客会将自己的创

意或者产品与他人进行交流分享,这就有可能会导

致技术被其他人利用的可能,这时就需要图书馆相

关政策的调节和保护,创客活动的开展应在不侵犯

他人专利权、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的前提下进行.

４．５　挖掘地方特色文化元素,构建具有特色功能的

创客空间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着体制、内容、管
理等方面的创新,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具有人文关

１２

创新驱动背景下图书馆创客空间功能定位与发展策略研究/储节旺,是沁
ResearchonInnovationＧdrivenFunctionTransitionandDevelopmentStrategyofMakerspaceinLibraries/ChuJiewang,ShiQin　　　　



2
0

1
7

年
第5

期

怀、创新意识的机构和人才来完成.公共图书馆作

为地方文化机构,是地方范围内的文献信息中心,收
藏了丰富的地方文献,承载着文化传承的使命,以区

域特色文化为主线,以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为基础,利
用图书馆人才优势建立起来的创客空间,一方面因

拥有地方独特的文化元素而呈现出强劲生命力,另
一方面其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特性,良好地促进了

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安徽省铜陵市因铜得名,因铜而兴,铜文化已经

成为了城市文化的核心元素,铜文化这一特色文化

衍生出来的创意文化产业正在逐渐兴起.在这种背

景下,铜陵图书馆于２０１６年９月成立了铜图文化创

客空间,创客空间展示风格各异的青铜文化盘,并通

过虚拟现实全景相机、３D打印机等新兴技术将铜文

化展示出来,运用科技手段,促进科技与地方文化融

合,打造了公共图书馆＋文化创客空间的新模式.
铜图文化创新空间自成立以来,为了传承地方文化、
服务读者、培养读者的创意意识,先后成功举办了少

儿沙龙活动暨绘画比赛、春风如沐迎新春剪纸创

意活动、国学经典诗词诵读分享会等多个文化创意

活动,为地方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未来发展指明了

方向[３１].

５　结语

２０１６年４月,美国图书馆协会发布了«２０１６年

美国图书馆状态报告»,报告指出:高校图书馆、公共

图书馆仍将继续面对一个不确定的经济环境,因此

必须通过资源和服务转型来满足２１世纪数字时代

的需求[３２].在各国图书馆都在为谋求创新发展而

积极创建创客空间之际,我国图书馆在创新驱动发

展的大背景下,应该审慎决定自身前进道路,应在保

障信息资源和知识服务基础之上,基于特色资源,抓
住合作机会,构建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创客空间,守
“本”有“度”地开展创新服务,万万不能对新事物一

味火热追逐,这样最后往往导致的结果是“跑得远却

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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