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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的
我国高校图书馆联盟转型与发展∗

□关志英

　　摘要　通过对国际图书馆联盟的最新发展趋势的研究,对比分析了当前我国高校图书馆联

盟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念指导下,提出我国高校图书馆联

盟转型与发展的方针与策略.即应以满足国家大的改革与发展方针为目标,通过“补短板”“调结

构”“稳增长”,进一步整合高校优质资源,引领和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文献信息多样化服务与深度

共享,将高校图书馆联盟建设成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战略资源”和“创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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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从２０１５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

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强调抓好“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业已成为经济领域的高频词汇.“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在中央

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

话中再次强调这一改革的重要性,并指出“制定好方

案是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提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方案需要五个“搞清楚”.要“搞清楚现状

是什么,深入调查研究”“搞清楚方向和目的是什么,
把握好手段,防止就事论事甚至本末倒置”“搞清楚

到底要干什么,确定的任务要具体化、可操作”“搞清

楚谁来干,做到可督促、可检查、能问责”和“搞清楚

怎么办,用什么政策措施来办”[１].
有学者分析认为,习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搞清

楚”各有侧重,体现了我党在经济工作中“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突出强

调了明确制定工作方案的总体思路和基本路径.
“２０１７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从“攻
坚之年”到“深化之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

出重点,打好攻坚战.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

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
高校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资源的供给侧(服务

的提供方、供给端),始终在努力适应校园学术生态

环境的剧烈演变,面对文献信息资源型态的日益丰

富带来的复杂性,以及网络环境下用户需求的不断

变化,着重思考和探索通过自身的机构重组,改革服

务理念、更新服务资源、完善服务技术与服务手段

等,在用户未表现出明确需求时就通过供给侧的主

动创新为他们创造需求并予以满足.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出发,图书馆界

围绕文献资源建设、服务创新与转型、机制体制改

革、资源配置的法律法规等多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
如吴卫华等总结了高校图书馆服务供需失衡问题的

现状,分析了造成供给偏差的原因,针对矛盾的症结

所在,提出高校图书馆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并从

“重管理、调结构、补短板、强服务”４个方面给出了

具体的实现路径[２].白才进和田加坤运用供给侧改

革的相关理论,对社交网络图书馆微服务进行分析,
提出在图书馆服务中应该提供投入与产出的效用最

大化,防止图书馆微服务供需错位,应充分利用开放

获取、MOOC学习、社群经济等增加图书馆微服务

的市场竞争力[３].郎妍妍介绍了图书馆服务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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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与紧迫性,分析了当前公共图书馆服务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了基于供给侧改革理念的公共图书

馆服务创新机制[４].刘姝等阐述了供给侧改革对学

科服务的促进作用,以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学科服

务的具体实践为例,详细解读了供给侧改革背景下

的学科服务实施内容[５].
图书馆联盟作为一种资源共享、利益互惠的组

织形式,代表了当今图书馆的全球性发展方向,已成

为图书馆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模式.我国高校图书

馆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加入全国、区域、行业或专业

的图书馆联盟已成为图书馆发展的“新常态”.然

而,文献调研却发现,鲜有运用供给侧改革理论对图

书馆联盟转型与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探讨.
对图书馆联盟事业发展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是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如何准确认识供给侧改

革,将文献信息服务融入供给侧改革战略,抓住改革

机遇,优化资源体系、创新服务体系、提高服务质量

等等,研究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探讨,更是

促进我国高校图书馆发展的现实问题.因此,通过

深入学习和领会五个“搞清楚”,对于新形势下理清

我国高校图书馆联盟发展思路,制定好文献信息资

源体系化建设与服务的总体发展战略无疑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

２　国际图书馆联盟(ICOLC)的最新发展趋势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西方图书馆就出现了共享馆

藏资源的联盟思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经济以

信息技术革命和新一轮科技创新为生长点快速增

长,自１９９１年３月到２００１年３月,美国经济稳定持

续增长长达１２０个月.良好的经济环境和迅猛发展

的信息技术也推动了图书馆的发展和变革,美国图

书馆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各类规模不

等、类型各异的图书馆联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国

际图书馆联盟(TheInternationalCoalitionofLiＧ
braryConsortia,ICOLC)于１９９６年成立[６].作为图

书馆联盟的联盟,旨在为探讨图书馆联盟共同关注

的话题,促进图书馆联盟的沟通和交流.其管理模

式为非正式的、自我管理的合作组织形式,最初的成

员主要来自北美.经过２０余年的不断发展,截止到

２０１７年６月,全球已有约３００余家图书馆联盟加

入.其成员单位在全世界分布的情况如图１所示.
为汇聚全球图书馆联盟发展的新思路和新动

图１　国际图书馆联盟(ICOLC)成员全球分布图

向,ICOLC分别于每年春季和秋季召开两次成员单

位峰会.会议的主题一般会提前三个月左右的时

间,用邮件的方式在全体会员中征集,以确保讨论的

问题能代表当前所有图书馆联盟的共同关注热点.
因此,通过搜集与分析ICOLC会议报告,有利于了

解海外图书馆联盟的最新发展趋势.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３－２６日,ICOLC成员单位春季

峰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日本、中国台湾以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

９６位图书馆联盟代表参会.会议重点探讨了以下６
个方面的问题.

２１　开放教育资源(OpenEducationalResources,

OER)
大会特邀美国天普大学图书馆的斯蒂文(SteＧ

venBell)作 题 为 “Going There Together:How
ConsortiaCanAdvanceTextbookAffordability”的
报告.报告主题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开放教

育资源的特征、读者支付得起的教材来源、图书馆联

盟可以做些什么.他指出,开放资源必须满足以下

五个基本要素,即可保留(Retain)、可修订(Revise)、
可重组(ReＧmix)、可再利用(ReＧuse)、可再分配(ReＧ
distribute).如果以资源开放程度由强到弱依次递

减排列,顺序为开放教育资源(如 OpenStax、SUNY
OPEN、OER Purists)、开 放 仓 储 (如 MERLOT、

OpenTextbookLibrary、IRs)、网络资源(如 YouＧ
Tube、KhanAcademy)、图书馆资源(仅对本校教师

学生开放)、教学参考书预约平台、复合型平台(如

B&NBNED、McGraw HillSmartBook)、开放代码

资源等.
佐治亚大学主管大学图书馆服务的助理副校

长、佐治亚州虚拟图书馆执行主管露西(LucyHarＧ
rison)介绍了佐治亚州为缓解学生购买教材支出的

压力而建立的开放教育资源项目 AffordableLearnＧ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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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Georgia(ALG).她援引巴布森调查研究小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关于开放教材(OpenTextbook)的全

国调查数据,认为决定 OER 成败的关键因素来自

教师.

２２　 开放获取(OpenAccess)与开放 数 据(Open
Data)

德国马克斯  普朗克数 字 图 书 馆 的 拉 尔 夫

(RalfSchimmer)和科琳(ColleenCampbell)详细介

绍了由其领导的开放获取２０２０计划(OA２０２０ReＧ
port).该计划旨在推动全球对学术研究论文的免

费在线获取、大规模无限制使用或再利用计划的大

范围实施.他认为是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驱动

OA２０２０计划的提出.一是现有文献资源建设经费

的不可持续性,如期刊订购费的连年上涨;二是这么

多年来开放获取运动仍停留在理论层面,未取得预

期的实际效果;三是更多的科研机构面临着经费的

短缺;四 是 从 其 他 免 费 科 研 网 站 如 SciHub、ReＧ
searchGate、OAfindr、oaDOI、Unpaywall等吸取的

经验和教训.他指出在研究社区中掌握通向成功大

门金钥匙的恰恰是广大科研人员.不是科研人员要

被带向 OA,而是 OA要被带向科研人员.
美国加州数字图 书 馆 (CaliforniaDigitalLiＧ

brary,CDL)的艾薇(IvyAnderson)基于加州大学的

视角,谈了如何看待 OA２０２０计划.加州大学系统

由１０所校区、５家医学中心和３个国家实验室组

成,共有学生约２５万人,教师约２．１万人,其他从事

学术研究的人员４．４万人.１０所校区共有１００余

家图书馆和２家区域密集仓储书库.２０１５年１月

－２０１６年６月,在安德鲁梅隆基金会支持下,针
对北美大型研究机构开展了开放获取文章处理费

(ArticleProcessingCharges,APCs)可持续发展模

式的调研,参与的高校包括加州大学、哈佛大学、俄
亥俄州立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其他参与单

位包括学术与专业学会出版商协会(Associationof
LearnedandProfessionalSocietyPublishers,ALPＧ
SP)、汤森路透(WebofScience)和爱思唯尔(ScoＧ
pus).分别调研了出版社、学术论文作者、图书馆订

购支出以及大学出版社产出和潜在的 APCs,并对

调研结果分别做了为期五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的定

量和定性分析研究.发现全 OA 出版期刊的平均

APCs为１８９２美元,在有基金支持下该费用对于研

究型机构而言是完全负担得起的.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９

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长给全校学术社区

写了一封公开信,倡议支持 OA２０２０计划.CDL也

制定了针对 OA 计划的战略方针.然而,截止到

２０１７年３月,加州大学系统只有伯克利和戴维斯分

校签署了意向书.CDL正在与出版社就补偿协议

进行磋商.此外,加州大学也在积极探索和建设其

他方式的公平开放获取(FairOpenAccess)资源,如
语 言 学 (LingOA)、数 学 (MathOA)、心 理 学

(PsyOA)等 OA 资 源.该 模 式 下 作 者 无 需 支 付

APCs,而是由 图 书 馆 或 者 图 书 馆 联 盟 支 付 给 出

版社.
东北研究图书馆联盟(NortheastResearchLiＧ

brariesConsortium,NERL)主任克里斯汀(ChrisＧ
tineM．Stamison)分享了联盟成员馆 OA 战略方

针.该联盟现有９０余家成员,其中３０家为核心馆,
属于学术型图书馆.２０１６年５月,针对３０家核心

成员馆展开调研,共设计了３２个相关问题,其中２４
家填写了问卷.当被问及联盟可提供给成员单位支

持的首要目标时,问卷显示支持自主行动计划,如开

放获取期刊目录(DirectoryofOpenAccessJourＧ
nals,DOAJ)、知 识 解 锁 项 目 (Knowledge UnＧ
latched)、SCOAP３ (Sponsoring Consortium for
OpenAccessPublishinginParticlePhysics)学术期

刊开放出版计划等被认为最为重要.

２３　图书馆联盟管理(Consortium Management)
由６７家研究型图书馆组成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图书馆联盟 (PennsylvaniaAcademicLibraryConＧ
sortium,Inc．,PALCI)已有２０年的历史.联盟执行

主任 凯 西 (Cathy Wilt)在 “E－ZBorrow & the
ChangingResourceSharingClimate”的报告中,分
享了其旗舰型的服务项目 E－ZBorrow 在５２家图

书馆中开展无中介馆际互借服务的成功经验.该项

目每年处理馆际互借申请约 １６ 万笔,满足率达

９６％,每笔申请仅需１美元.

MOBIUS的前身是成立于１９９８年的密苏里大

学图书馆系统联盟.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转型为一家

非营利性公司,成员主要含７７家大学和公共图书

馆.唐娜(DonnaBacon)分享了 MOBIUS应用新技

术平台如INN－Reach促进资源共享的经验.斯考

特(ScottSchmucker)介绍了佛罗里达大学图书馆

服务合作联盟和佛罗里达虚拟校园开支共享的模

式.来自波士顿图书馆联盟的苏珊(SusanStearns)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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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其促进成员馆印本馆藏资源共享的 EAST
(EasternAcademicScholarsTrust)项目.加州数

字图书馆的美穗子(MihokoHosoi)分享了联盟的商

业管理战略.不同联盟的代表分别就合作馆藏倡

议、联盟管理软件、联盟数字资源保存项目等进行了

研讨.

２４　图书馆联盟投资回报率与评估(ConsortialROI)
科罗拉多研究图书馆联 盟 的 执 行 主 任 乔 治

(GeorgeMachovec)作了关于图书馆联盟和成员馆

投资回报率的最佳实践案例的报告.他认为在经费

紧缩的现实环境下,通过对投资回报率(Returnon
Investment,ROI)的研究,可以从经济学角度证明联

盟对成员馆的价值和贡献.ROI评估对于图书馆联

盟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考虑到时间成本支出,
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既要有定量研究,也要有定性

研究[７].来自不同图书馆联盟的代表围绕 ROI的

计算方法、程序设计和与投资方沟通的技巧三个主

要方面进行了深度研讨.

２５　电子资源集团采购(LicensedContent)

ICOLC每年进行一次“战场勘察”调研,就联盟

集团采购的电子期刊和数据库价格上涨情况进行问

卷调查.２０１６年有４６家图书馆联盟回复了问卷.
莱克西(LexieThompson－Young)通过对２０１６年

与２０１５年的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电子期刊和数据

库价格均有所上涨.其中涨幅最低为０．５９％,最高

为７．９４％.会议代表就数据库与传统采购模式的

冲突、新的采购模式、全州和地方经费支持等问题进

行了讨论.

２６　新技术工具与应用(ToolsandPractices)
主要围绕馆藏分析工具、图书馆联盟知识发现

系统、移动服务等新技术及其在图书馆联盟的应用

展开.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系统的马特(MattLee)
介绍了纽约公共图书馆开发的免费 APP应用———

SimplyE,并展示了其在多个图书馆联盟中的应用

情况.

３　我国高校图书馆联盟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成

因分析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信息资源

的共建共享起步相对较晚.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图书

馆联盟建设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后很快获得

蓬勃发展.以全国性的大型图书馆联盟建立为例,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AcademicLiＧ
brary&InformationSystem ,CALIS)策划于１９９４
年,成立于１９９８年.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

心(ChinaAcademicSocialSciencesandHumanities
Library,CASHL)策划于２００３年,于２００４年３月

１５日正式启动面向全国的服务.大学数字图书馆

国际合作计划(ChinaAcademicDigitalAssociative
Library,CADAL)前身为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

化国际合作计划,与CALIS共同构成中国高等教育

数字化图书馆的框架.
此外,在全国性图书馆联盟的带动之下,区域性

的图书馆联盟也相继建立,如１９９７年成立的江苏省

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JALIS)、２００４年成立的天津

高等教育文献信息中心(TALIS),２００７年成立的北京

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BALIS)等.行

业性的高校图书馆联盟建立相对较晚,如成立于２００９
年５月的全国外语院校图书馆联盟,由北京外国语大

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贸外语大学图书馆联合

发起成立,全国１６ 所外语院校图书馆加盟组成.

２００９年成立的中国旅游院校图书馆联盟等.
联盟类型和数量的迅速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出我国高校图书馆对拓展资源、创新服务和馆员

人才队伍建设等的迫切需求.文章以 CALIS 和

CASHL为例,总结其发展面临的问题,并就导致问

题的成因进行分析.

CALIS是经国务院批准,由教育部领导的我国

高等教育“２１１工程”的公共服务体系之一,累计投

资３．５２亿.在“共建、共知、共享”宗旨的指导下,其
建设分为三个阶段(图２).在CALIS项目的引领和

带动下,我国高校图书馆由原来的单馆保障转变为

联合保障、资源共享,形成了“集中资源、分工合作、
均衡负载、用藏结合”的、高效的服务体系,建立了共

建共享的机制,积累了经验,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数

字图书馆建设和服务的人才,从整体上提升了我国

高校图书馆现代化建设的水平及为我国高等教育改

革发展提供文献保障的能力.CALIS三期推出的

“普遍服务”带动了１８００余所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
其云服务技术体系与共享域建设把包括国家图书

馆、上海图书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等上千个图

书馆的服务整合到一起,为建立全国一体化的信息

服务协作网络奠定了基础.其项目建设的规模之

大、参建单位之多,在我国乃至世界图书馆界都是没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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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的.

图２　CALIS建设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８]

与 CALIS 作 为 五 年 一 期 的 项 目 建 设 不 同,

CASHL是常规经费项目,每年由教育部按照当年

的财政预算进行拨付,近些年经费逐年有小幅增长.
在联盟建设方面,CASHL在教育部的统一领导下,
在建设“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信息资源平台”的总体目

标下,以“全面统筹、整合资源、拓展服务、开放合作”
为方针,以国家需求、教学科研需要为导向,加强资

源内容建设,深入拓展服务,努力寻求多方面合作,
专注于推动全国范围的人文社科文献信息资源共建

共享,并承担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提供

最终文献资源战略保障的责任.截止到２０１６年底,
全国有８００家图书馆加入CASHL,其中对外提供服

务的图书馆达３４家;在印本资源建设方面,全国７０
所高校图书馆通过“‘高校文科图书引进专款’图书

订购信息平台”每年采购人文社科外文图书约５５
万种.近两年,为促进区域战略研究,CASHL将中

国周边国家文献保障纳入规划.２０１６年通过学科

协调分工采购１５２４种非西文小语种文献.同时,还
开展文献的回溯补藏,以及帮助高校成员馆特别是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高校图书馆培养人才.
综上可见,以图书馆联盟为代表的我国高校图

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建设,可谓成绩斐

然,在支持高校乃至全国科研院所的科学研究,助力

学者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条件

保障作用.然而,我国高校图书馆联盟在经历了近

２０年的“大繁荣、大发展”之后,随着国家对教育改

革的深化带来的学术生态环境演变,特别是国家对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落实所引发的区域与国别

研究的新崛起,我国高校图书馆联盟的建设也走到

了一个“十字路口”,甚至遭遇了自身发展的瓶颈.
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３．１　资源结构失衡,无法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

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中

国在政治、经贸、文化等多方面均加强了与周边国家

的合作与交流.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标志着

中国从区域性国家到世界性国家的重要转变,与此

同时对中国的教育和科学研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高等院校作为科研重镇,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纷纷

根据本校学科特色和综合优势,有针对性地成立了

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研究机构.例如,２０１５年５
月,北京大学利用法学、哲学、经济学、历史人文及信

息管理等学科资源,依托校属的海洋研究院成立了

“一带一路”研究中心,通过整合优势学科资源,旨在

打造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高端智库,并借参与

“一带一路”促进学科建设特别是交叉学科的发展.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日,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委

员会、北京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主办的“区域与国别

战略合作论坛———‘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与国别研究

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来自全国高校和中国社会

科学院的５０余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一带一路”沿
线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前沿话题.此外,与“一带一

路”相关的国家重大项目、重点项目近几年也高居各

类基金项目的榜首.
相比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又被称为文献“倚

赖”型学科.掌握资料的完备程度往往决定了学者

研究成果的价值几何.特别是在当代,人文社科研

究对文献信息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随着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热点问题

研究的展开,我国学者对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文

献资源需求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然而,有研究显示,自１９４９年以来,受诸多因

素影响,我国高校外文文献馆藏呈结构性缺失,存在

文献收藏总量少,学科覆盖不全面,出版年代跨度

小,语种极度不均衡等突出问题[９].尽管近２０年

来,在各级各类图书馆联盟蓬勃发展的带动之下,我
国高校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已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水

平.但是,各校、各馆所购买的资源仍然缺乏更高层

面的统筹建设,既存在很大的重复度,又存在某些学

科或语种文献严重缺藏的问题.目前我国高校对周

边国家语种文献收藏多集中在日、俄、朝鲜等语种,
其他语种仅有很少量收藏或几近空白,难以支撑“一
带一路”国 别 或 区 域 的 高 水 平 学 术 研 究 与 人 才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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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１０].

３．２　管理条块分割,联盟之间存在同质化现象

由于主管单位和经费来源的不同,国内高校图

书馆联盟往往存在管理上的条块分割现象,这也导

致联盟在资源建设、用户服务、宣传推广等方面存在

同质化的倾向.例如,CALIS、CASHL的馆际互借

和文献传递服务,在各级各类联盟中被不断分流,未
能取得良性竞争的效果.CALIS、CASHL面向成

员图书馆开展的宣传推广活动,由于缺乏必要的分

工与协作,导致重复开展和成本加大.面对校内师

生的教学、科研文献信息需求,以及校外公众和组织

机构的更加多样化的文化服务需求,高校图书馆联

盟难以用过去“大而全”的建设模式应对个性化日益

凸显的用户需求,联盟单一的服务模式正受到来自

其他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甚至商业文献信息机构的

挑战.

３．３　科学的评估方法与评估体系有待完善

完善的评估与激励机制可以达到“肯定成绩、鼓
励先进”的目标,是共建共享体系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保障.CALIS、CASHL在组织成员图书馆开展资

源建设与服务共享时,已各自建立起一套资源与服

务评估、奖励措施.如 CASHL管理中心每年依据

«CASHL文献传递服务评估办法»展开对服务馆服

务质量的评估工作,并设立多种奖项,用于激励表现

突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但就目前的做法看,与联

盟对成员馆的评估相比,联盟对自身建设与发展的

科学评估,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十分缺

乏.往往仅在上级单位检查项目进度或验收项目成

果时,才匆忙搜集整理数据.因而,面对投资方关注

的资金投入与产出比考量时,联盟往往难以提供基

于科学评估数据的直接证据来证明自身的价值.

３．４　模式固化,服务创新驱动力不足

我国高校图书馆联盟在经历了从初创到繁荣发

展的过程后,已逐步走向成熟.与之相伴随,联盟开

展的联机编目、印本资源协调采购、数字资源集团采

购、学科咨询、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等多种服务逐渐

呈现出模式固化的趋势,表现出对探索新服务、开发

新产品驱动力不足的现象.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图书馆联盟发展已到了进

一步统筹规划、深度融合和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

４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的我国高校图

书馆联盟转型与发展策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通过改革,实现供给侧

各要素的优化配置.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念

指导下,我国高校图书馆联盟的转型与发展可从以

下三个方面发力.

４．１　“补短板”———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针对我国高校图书馆在文献信息资源收藏上的

结构失衡,应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制定中长期发展

战略规划,通过“补短板”,推动图书馆联盟发展升

级.“补短板”既要补硬的短板,即加强文献信息资

源的体系化、学科化建设,同时也要补软的短板,即
以机制体制创新为“抓手”,通过深度融合、流程再

造、科学评估等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４．１．１　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或国别研究国家

资源中心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国家战略高度出

发,在高校大力建设区域研究文献资源,经过６０年

的持续积累,已建成馆藏文献极为丰富、覆盖东亚、
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区域研究文献的专藏,被全球

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视为文献宝库.为国家制

定各项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文献支撑.
为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图书馆联

盟应在深度调研基础上,通过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
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和中国周边国家多语种文献

的体系化建设.并在 CALIS、CASHL现有成果的

基础之上,争取国家新的经费投入.选取有一定文

献基础和学科特色的高校,成立涵盖东南亚、东北

亚、南亚、中亚等中国周边区域的国家资源中心.通

过整体统筹、分工协作、分散收藏、集中服务的原则,
构建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或国别研究文献资源

收藏与服务体系.有关 “一带一路”时代中国周边

国家文献资源体系化建设的实施路径,笔者另有专

文论述,在此就不赘述[１１].

４．１．２　图书馆联盟的机制体制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体制机制创新为

着力点,全面深化改革.图书馆联盟应以机制体制

创新作为“抓手”,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１)深度融合去冗余.

２０１４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Ｇ
tionofCollege& ResearchLibraries,ACRL)发布

的«学术图书馆发展大趋势»报告中,将“更深度的合

作”概括为当前美国高校图书馆总的发展趋势.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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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实施的项目如 RapidILL、BorrowDirect、开放

获取知识库联盟(COAR)和图书馆出版联盟等可以

看出,图书馆之间的合作领域已经突破资源合作的

框架,向着资料、人员、设备、场地等领域不断拓展.
针对图书馆联盟管理条块分割现象,首先要在

管理理念上创新,敢于打破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认
识到在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任何保守或守成的

想法,都会导致联盟的发展道路越走越窄,逐渐演变

为信息“孤岛”.只有通过深度融合,才能达到双赢

或多赢.
以 CALIS、CASHL 为例,CALIS技术中心始

终为CASHL项目的建设提供平台研发、系统运维、
主页开发、期刊等二次文献数据库建设和数据分析

等关键技术支撑;两个项目联合成立的“高校馆际互

借协调组”,通过共同制定标准规范,指导全国高校

的馆际互借服务.未来可进一步加强系统互联、人
才共享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去除冗余,提高效率.

(２)流程再造降成本.
机构重组和流程再造是图书馆不断适应新环

境、满足新需求的重要举措.如２０１５年北京大学图

书馆的机构重组,通过设立新的岗位,重新整合了人

力资源,为开展研究支持和学科服务等深度服务奠

定了基础.

２０１３年,CALIS进入运维期.通过业务重组和

流程再造,可有效降低联盟运行成本.“降成本”既
包括降低显性成本,如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加强CAＧ
LIS、CASHL系统的互联互通,减少馆员干预,降低

服务成本.也包括降低隐性成本,如通过业务流程

重组,让最适合的人能够选择最适合的岗位,提升馆

员工作积极性,从而达到提升服务效率和用户满意

度的目的.
(３)科学评估防风险.
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有利于图书馆联盟向投资

方证明自身的价值,有利于促进联盟的可持续化发

展,防范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CALIS在“十三

五”规划中,已提出要建立评估中心.现暂规划为三

个主要的方向:学科评估中心、图书馆评估中心以及

其他领域的评估中心.笔者认为,还应该开展对图

书馆联盟投入产出比等直接体现联盟价值和意义方

面的科学评估.
在对图书馆的评估中,一是要考虑构建新的多

维度的图书馆评估指标体系,如本科院校图书馆、高

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等应有不同的评估指标体系.二

是以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的高

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为基础,开发新的图书馆评估

系统,为机构开展自评估与互评估工作提供数据、工
具等服务.

４．２　“调结构”———扶植“新业态”,建立“新模态”
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资源错配,已成为制约我国

高校图书馆联盟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从“调
结构”入手,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探索建立不同以往

的高校图书馆发展“新模态”.
如建设合作化基础设施、协同协作网络以及共

享技术平台,为高校图书馆制定超越机构的管理战

略提供基石;推动科学性、专业性等新型高校图书馆

联盟建设,引导图书馆合作走向精细化、多元化.

４．２．１　设立“种子基金”,优化资金配置

通过设立“种子基金”,带动新型图书馆联盟建

设.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２日,中国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

在重庆大学成立.该联盟为高校图书馆在机构知识

库建设过程中,出于共同需要而自发组建、自主规

划、自我管理的联盟.在联盟成立初期,CALIS根

据需要投入一定的“种子基金”和人力资源支持,带
动了高校图书馆新型态联盟的发展.

４．２．２　扶植高校图书馆发展“新业态”
图书馆联盟与相关行业或企业的跨界合作,有

利于充分发挥各方优势,促进信息服务界的分工与

重组,从而推动有利于图书馆发展的相关行业“新业

态”的形成,反过来,行业的发展也会带动图书馆的

整体发展.
随着我国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进,高校

图书馆的人事管理制度也在发生变革.受限于人力

资源的不足,图书馆的运行模式正由原来的自我保

障转向外包与合作.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在原

有的事业编制人员退休后,往往采取增聘合同制人

员的方法来补充人力资源的不足,并将部分基础性

业务外包,以此保证图书馆的正常运行和服务的正

常开展.越来越多的高校图书馆特别是高职高专院

校图书馆,已将大量业务外包,如采访外包、编目外

包、图书上架外包等.随之而来的则是外包服务带

来的图书馆服务质量和数据质量下降的问题.其

次,当前在图书采购招标过程中普遍采用“低价中

标”规则,待中标后,为保证赢利,企业往往在可供书

目上对出版社提供的书单进行有针对性地筛选,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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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图书馆采访工作受到影响,出现文献资源建设质

量下降的现象.上述一些问题均直接关系到图书馆

的未来发展,已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对此,高校图

书馆联盟可通过与行业上下游公司或企业开展合

作,并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和新平台的研发,打通出版

社、书商和图书馆的信息通道,重构图书馆行业“生
态圈”,以业务流的再造,倒逼新机制体制的建立,从
而从整体上促进和提升我国高校图书馆及相关行业

的协同发展.CALIS正在建设和即将建设的下述

两个服务平台,即是对建立行业发展“新业态”,并逐

步打造行业“新模态”的有益尝试和探索.
(１)“高校图书馆采编一体化服务平台”.
为促进全国性图书联合发行、图书馆联合订购

和提升书商的图书配送服务,CALIS正在开发和建

设“高校图书馆采编一体化服务平台”.平台建成

后,出版社可随时登录平台自主更新书目数据,保证

了图书馆可获得完整、及时的书目信息.CALIS可

代表图书馆与出版社洽谈合理的采购价格,从而更

好地保护图书馆的利益.高校图书馆可通过该共享

平台以较低的成本购买到高效率、高质量的专业化

服务.未来通过对平台积累的大数据的分析,可实

现智能化采选,包括对订单的后评估,对到书周期和

企业服务质量的评估等,并在评估的基础之上,尝试

建立企业信用担保机制,以确保当企业发生并购、倒
闭或业务方向调整时,不会影响到图书馆的服务.

(２)“高校图书馆科学评价协同服务平台”.

CALIS在“十三五”规划中,将在引导和支持图

书馆开展个性化、专业化、精细化服务的基础上建设

“高校图书馆科学评价协同服务平台”,开展面向教

育部、面向社会机构、面向高等院校的多元化科研产

出与影响力评估评价服务.并通过对高校图书馆引

入“第三方”评估的规则和方法的研究与实践,探索

构建新的、多维度的图书馆评估指标体系,促进行业

的规范化发展.

４．３　“稳增长”———创新服务,创造需求

４３１　从“普遍服务”到“学科服务”

CALIS三期提出的“普遍服务”让全国高校图

书馆通过参与 CALIS建设、共享 CALIS成果而受

益,极大地提升了图书馆面向本校师生的文献信息

服务综合能力.但随着国家教育改革的深化,特别

是高校在建设“双一流”的目标驱动下,对于深度学

科服务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

开发学科服务综合管理平台,可大量节省学科

馆员数据收集、数据加工的时间,并有利于在全国范

围内的共享.在“十三五”规划中,CALIS提出建立

“多源融合资源发现系统”,在不断完善原有的“e
读”“e得”资源发现和获取功能外,增加了面向学科

服务的资源发现定制.为高校图书馆开展学科深度

服务奠定了技术上的保障.

４３２　从“本地服务”到“云服务”

CALIS在“十三五”规划中,计划建立七大云服

务体系:文献共享、数据知识、情报咨询、学术出版、
培训认证、应用软件和协同创新.其体系架构如图

３所示.

图３　CALIS云服务体系设计[１２]

４３３　从“文献服务”到“数据服务”

２０１３年３月,由欧洲委员会、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和国家标准技术局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创新部作

为核心成员,发起成立了研究数据联盟(Research
DataAlliance),目前其成员已经达到３４９９家,分别

来自１０４个国家.从国际图书馆联盟的发展趋势

看,开放数据、开放获取等已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热

点问题.

２０１７年６月８－９日,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心主办的首届“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学术研讨会

暨“面向决策的大数据分析”培训班在北京举办.会

议以全景式的深层扫描,聚焦大数据驱动的数据挖

掘、语义计算、内容分析、知识发现、智能决策等方面

的技术、方法、系统和机制研究,既注重理论研究的

深度,也探讨了应用领域的广度.未来我国高校图

书馆联盟应主动关注和积极参与“数据服务”领域的

建设,并逐步实现从传统的“文献信息服务”向数字

化时代“数据服务”的转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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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我国高校图书馆联盟未来的转型与发展方向,
应以满足国家大的改革与发展方针为目标,通过整

合高校优质资源,引领和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文献信

息多样化服务与深度共享.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理念指导下,通过“补短板”“调结构”“稳增长”,
将高校图书馆联盟建设成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战
略资源”和“创新引擎”.

致谢: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 CALIS管理中心副

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陈凌教授的悉心指导,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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