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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视角下高校图书馆
信息资源建设热点扫描∗

□刘万国　周秀霞　孙波

　　摘要　面向高等院校“双一流”建设的新需求,文章从六个方面回顾和聚焦了信息资源建设

的热点问题,即:信息资源建设的科学规划与评估、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信息资源服务体系建设、
全球化特色馆藏建设、联盟资源建设、资源与技术融合、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等,旨在为“双一流”背

景下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双一流”建设　信息资源建设　高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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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资源的概念大约出现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

期,１０余年后深化为信息资源.随着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信息

资源建设概念的外延不断拓展,从印刷文献建设、数
字资源建设过渡到了多元载体建设.信息资源建设

不再纠结于“拥有”还是“获取”,而是以“可用”为目

的,从“收藏”转向“服务”,更加强调资源的可发现以

及资源建设的系统化思维[１].“双一流”工程启动,
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新时代,全面提高高校的综合

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成为高等教育的新使命,而信息

资源服务体系是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需
要从“双一流”建设视角,重新审视图书馆的信息资

源建设,聚焦热点,归纳趋势,展望未来.

１　科学规划与评估将成为资源建设的起点

信息资源的泛在化、用户需求的多元化、资源建

设的复杂化、高等院校“双一流”建设的新需求,都需

要信息资源建设从科学规划起步.

１９６０年国外图书馆就开始了战略规划的实践,
信息资源建设是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随着资源建

设科学化进程的推进,又陆续出现了专门的资源建

设发展政策及相关指南.比较权威的如２００１年国

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推出的«资源发展政策

制定指南概览»,指出图书馆的资源建设政策不仅应

该包括资源建设特色、载体、收藏范围、学科、负责资

源建设部门职责等,还应该有基于资源评估的资源

发展规划、资源评价方法、资源建设深度指标等[２].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信息资源发展政策将成为信

息资源建设科学化的起点.以香港大学图书馆为

例,不仅制定有图书馆资源发展政策,还有专门的电

子资源发展政策,详细地阐述了资源发展的环境、目
标,资源选择的标准,资源建设团队的职责,资源采

购方法流程,资源保存指南,各学科的资源政策

等[３].国外一流大学图书馆也是如此.
与资源规划和发展政策相配合,资源的评估也

得到了长足发展.早在１８４９年,最古老的一种资源

评估方法———检查表法就出现了[４].其后陆续出现

了当前最为常用的引文分析法,以及横向对比法、纵
向对比法、综合评价法、收录评价法、匹配法等[５].
随着数字资源成为图书馆资源的主体,有关数字资

源评估体系的研究也成为资源建设研究的热点,虽
然当前仍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资源评估指标体系,
但比较成熟的有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推荐的

由１９个指标构成的评估体系,美国乔治亚州大学图

书馆在线学习联盟推出的由１１个指标构成的电子

资源评价标准,美国信息标准化组织(NISO)制定的

３３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y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云计算的国家数字学术信息资源安全保障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１４ATQ００８)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孙波,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９３７８Ｇ４０３２,邮箱:sunbo＠nenu．edu．cn.



2
0

1
8

年
第5

期

«NISOZ３９．７－２００X———信息服务和利用:图书馆

计量»中有关电子测量的项目,E线图情建立的由１５
个指标构成的评估体系,北京大学图书馆肖珑副馆

长提出的由６个指标构成的电子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等[６].近年来,随着大数据、可视化等技术的迅速发

展,基于数据分析的学科资源需求与保障率研究逐

渐成为资源评估研究的热点.
虽然图书馆资源建设的科学化进程一直在加

速,但是,仍存在国家层面资源战略规划缺失、区域

性资源建设与评估不系统、单个图书馆资源建设规

划不科学、经费不足与浪费并存等问题.因此,需要

树立“大资源”观,树立共建“一个数字图书馆”的理

念,从国家角度、区域角度、联盟角度等对信息资源

建设进行顶层设计,统一规划与评估,实现资源建设

的一体化和资源间的互通互联,提高资源保障率,避
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加速精准化服务.

２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资源服务体系建设将成为

新常态

信息资源建设的目的是为了用户,以用户需求

为导向方能实现精准服务,这不仅是“双一流”建设

的需要,也是大势所趋.
互联网、云计算、知识工作自动化等技术的广泛

应用和学术交流新生态的形成,颠覆了传统以资源

为中心的馆藏建设模式,继而转变为以用户为中心

的资源服务体系建设.资源服务体系强调的是资源

提供能力,目的是构建全球信息资源枢纽.自有资

源建设作为信息资源枢纽的组成部分,在传统的采

购模式下,以采访馆员和出版商为主体和客体,而作

为真正服务对象的用户却被边缘化.在以用户为中

心的资源服务体系下,构建的是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的新型资源采购模式.
当前用户驱动的资源采购模式有两个热词,一

是 读 者 决 策 采 购 (PatronＧDriven Acquisition,

PDA).最初的PDA模型是在馆际互借的基础上构

建起来的[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PDA的研究与实

践在国外得到快速发展,成为许多大学图书馆购买

图书特别是电子书的主要模式[８],推动馆藏发展政

策由“备用”(JustＧinＧcase)转向“及时”(JustＧinＧtime)
[９].PDA具有参与读者的广泛性、参与过程的直接

性、选购图书的针对性、选购图书的零散性等特

性[１０].当前国内对于PDA 研究多,实践少,只有少

数图书馆探索了PDA模式,如南开大学图书馆纸本

外文图书 PDA 试点项目[１１]、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

馆人文社科领域PDA项目等[１２].
二是按需出版(PublishonDemand,POD).按

需印刷应用到图书出版中就出现了POD.POD有

效缩短了文献提供时间,“只需煮一杯咖啡的时间就

印刷出一本读者心仪的图书”,印刷数量灵活,更好

地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从２０１０年起,在图书

种类方面,美国 POD 已经超过了传统出版[１３].我

国目前较多出版社已经在短版、断版、小众类、古籍

类、个性化类等图书出版上采用了 POD,中国教育

图书进出口公司也建立了POD模式,但未形成规模

化量产,尚处于起步阶段[１４].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

发展,POD观念的深入人心,加之国家相关政策法

规的支持和保护,POD无疑会成为出版业有效发展

的崭新路径.
新型信息资源建设模式,最重大的转变就是以

用户为中心理念的形成和扎根,无论是早期的“读者

选书,图书馆买单”活动、“读者荐购”等文献采购方

式,还是近年出现的PDA、POD、需求驱动采购(DeＧ
mandＧDrivenAcquisition,DDA)、按 次 计 费 (PayＧ
PerＧView,PPV)等模式,都是以用户为中心资源建

设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双一流”建设环境下图书

馆应该坚持的基本准则.建设以用户为中心的信息

资源服务体系,首先要构建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资

源建设模式,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地进行实践

探索,将PDA、POD等与国情、馆情相结合,与其他

资源建设模式有效融合,补充、延伸和优化馆藏资

源[１５],真正将用户需求这条主线贯穿于信息资源服

务体系建设的全过程.

３　全球特色馆藏建设将成为资源建设的重心

“双一流”建设的核心是学科,面向学科的全球

特色馆藏建设将成为信息资源服务体系建设的

重心.

２０１５年 OCLC重新定义了图书馆资源建设的

边界,指出资源建设应由六部分构成:①自有资源,
包括购买和保存的资源;②可借用的资源;③许可使

用的资源;④可共享的印本文献资源;⑤需求驱动的

资源;⑥免费的资源,包括谷歌学术上的资源、免费

提供的电子书、Web资源导航等[１６].可见,现代图

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是自有资源、网络资源、共享资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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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放资源等充分融合的多元化的资源体系.在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图书馆仅仅关注自有资源和

商业资源建设、关注“纸电资源博弈”、关注资源多元

化建设显然不够,必须以基于学科需求的全球特色

资源建设为重心.
“双一流”强调学科建设向世界一流看齐,所以

必须树立全球化馆藏建设的思维,以学科为主线,从
全球视角着眼资源特色化建设.注重元数据的深度

整合,打造“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独一无二的学

科资源,增加资源的数字化、可见度和影响力,促进

研究成果的传播和保存.当前,国外大学图书馆已

经以建设国际一流的特色馆藏资源为目标.英国剑

桥大学图书馆通过加强科研生命周期和学生体验的

研究,开发了独特的特色馆藏,在增加馆藏可见性的

同时,保障了学校教育、学习和研究的国际最高水

平[１７].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开发了“杜克数字知识

库”,支持所有格式研究和学术成果的存储,增加了

学术资源的多样性,也增强了图书馆收藏、出版、宣
传特色数字资源和数字化特色资源的能力[１８].

全球化特色馆藏建设要以重点学科领域、重点

专题领域为依托,实现特色资源的深度整合,从学科

信息门户入手,将学科特色资源建设与学科知识服

务无缝结合.我国一流高校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服

务探索,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把海洋学学科信息门户

打造成兼顾“全”,突出“精”和“新”的学科信息门户,
并以此为样本在其他学科推广[１９].重庆大学图书

馆将纸质文献元数据与数字文献元数据整合在一

起,实现纸质文献和数字文献的聚类,面向学科建设

虚拟专业分馆,让不同学科读者拥有专属的资源

门户[２０].
“双一流”背景下全球化的特色馆藏建设,还要

关注数字人文、科学数据管理等新兴内容.美国大

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发布的«学术图书馆

发展趋势»报告将数字人文作为学术图书馆发展趋

势之一[２１];新媒体联盟的地平线报告将科学数据管

理视为学术研究型图书馆必须适应的一种趋势[２２].
总之,我们要充分利用系统集成技术、数字存储技

术,将数字人文、科学数据管理等作为全球特色馆藏

建设的重要手段,注重资源结构的合理化,资源内容

的特色化、多元化、学科化、全球化、一流化,从而切

实提高学科资源的保障能力和服务教、学、研的

能力.

４　合作共享是资源建设的必由之路

优势互补、共建共享、走联合发展之路是西方国

家图书馆的成功经验,虽然我国在１９５７年就提出了

这一理念,但联盟的发展道路却步履蹒跚,实质性的

合作很少,合作的空间广阔.
截至目前,在图书馆联盟国际联合体(ICOLC)

网站上,汇聚了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２０４个

图书馆联盟的基本信息,其中美国图书馆联盟数量

最多,为９９个,占总数的４９％[２３].美国是最早出现

图书馆联盟的国家之一,位于美国中东部著名的学

术图书馆联盟 OhioLINK,由于其成熟的管理体系

和运行机制,效益显著的联合采购、馆际互借、密集

仓储等联盟合作项目,在全世界都具有较大影响力,
成为我国图书馆界学习和研究的样本.OhioLINK
的资源共建共享为各成员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２０１６财年 OhioLINK 联合采购的电子期刊和电子

图书为各成员馆节省经费约５８％.[２４]

经过多年发展,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统一集成

管理系统、资源联合采购、资源联合仓储、数字化特

色资源、图书馆员继续教育等成为了美国图书馆联

盟合作内容的标配.在传统合作项目不断走向成熟

的同时,新的合作内容也在不断拓展,出现了联盟数

据统计服务、联盟需求驱动采购、区域机构知识库建

设等新兴内容[２５].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联盟

(PALCI)开展了旨在为图书馆联盟提供基于标准的

使用数据统计平台的研究项目[２６],奥比斯图书馆联

盟(OCA)为３７个联盟成员提供需求驱动采购的订

购模式[２７],佐治亚州图书馆联机教育系统(GALIＧ
LEO)将 开 放 学 习 材 料 存 储 于 机 构 知 识 库 项 目

GKR中[２８].
纵观我国,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图书馆联盟开始起

步,２０００年以后区域性图书馆联盟兴起.CALIS、

CASHL、NSTL 等 全 国 层 面 的 联 盟,BALIS、

TALIS、JALIS等区域图书馆联盟,均取得了一定成

效.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CASHL召开了资源发现与

服务新系统上线工作启动会,深度整合 CASHL成

员馆的人文社科资源,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学术资源

发现与深度服务平台,必将开创我国图书馆联盟深

度合作的新纪元.但从全国范围而言,自给自足的

传统资源建设方式仍然惯性地前行,还没有形成具

有普遍性的联盟意识和联盟文化,开展实质性合作

的区域图书馆联盟屈指可数.以推动高水平大学和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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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学科专业建设为契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

联盟体制、机制建设,推进实质性合作内容,拓展资

源获取和服务渠道,减轻资源保障压力,满足“双一

流”建设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是今天和未来面临

突破和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５　资源与技术将深度融合

在图书馆资源建设的发展历程中,信息技术一

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综观图书馆的发展史,
每次资源建设的发展变革,无不是与技术融合的

结果.
从２０世纪下半叶开始,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基本

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２０世纪５０－８０年代后期,计算机

技术广泛应用于图书馆,图书馆资源由纸质资源拓

展到了缩微资源、电子资源等,实现了资源目录的计

算处理和检索,建立了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
第二阶段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至中后期,互联

网技术广泛应用于图书馆,信息资源再次拓展到网

络资源、多媒体资源等,资源数量急剧增长,世界范

围内的资源共建共享成为了可能.
第三阶段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至今,数字图

书馆相关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社交网络、虚拟现实

等技术广泛应用于图书馆几乎所有的项目.数字资

源成为信息资源的主体,大量的纸质资源进行了数

字化,有关数字人文的研究和实践兴起.互联网技

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移动化、交互

性、开放性成为信息资源使用的主要特点,基于用户

原创内容(UserGeneratedContent,UGC)的机构

知识库、学者库等也成为图书馆资源的组成部分.
同时,图书馆进入了数字出版领域,实现了原创资

源、特色资源等的数字化出版,从学术交流链条的上

游加强了学术信息资源的开发、管理,更好地促进了

学科的发展.随着大数据技术被广泛用于信息资源

选择、管理和评价体系[２９],国外一些图书馆停止了

大宗交易(整库购买、捆绑销售等)购买资源的方式,
以用户使用量为依据采购资源的模式日益兴盛[３０],
个性化的资源满足成为可能.语义网及相关技术应

用于图书馆资源建设,实现了分布式异构资源的统

一访问和不同体系间的资源关联,打破了信息孤岛,
解决了机器对信息进行语义层面的操作[３１],推进了

图书馆知识发现系统的开发应用和资源的深层次数

据挖掘.适应 EＧscience、EＧresearch、EＧlearning的

变化,运用知识工作自动化工具、云分析等进行信息

资源的重新组织、挖掘、分析与应用成为信息资源服

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１５年,荷兰研究者吉荣

波斯曼和比安卡克莱默提出了驱动创新、改变

学术研究的１０１种工具.如信息资源的搜索与发现

工具有谷歌提供的 GoogleScholar、GoogleBooks;
爱思维尔提供的Scopus、Mendeley;维基百科提供

的 Wikipedia、Wikisources、Wikidata;科睿唯安提供

的 WebofScience等[３２],这些知识工具的应用,促
进了信息资源价值应用的最大化,是图书馆资源建

设的一大进步.
未来,下一代图书馆系统将成为影响信息资源

建设的重要技术.下一代图书馆系统以用户需求为

导向,以服务管理为重心,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可定

制、个性化等特点.当前国内应用的下一代图书馆

系统有 ExLibris的 Alma、Innovative的Sierra、汇
文和SirsiDynix的Symphony、重庆大学图书馆的

下一代管理系统、深圳大学图书馆的 KualiOLE
等[３３].技术与图书馆的融合一直在持续,可以预

见,随着更多技术与资源的深度融合,将推动图书馆

向智慧图书馆前行.

６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仍待解决

随着数字资源的大量衍生和用户对数字资源的

日益依赖,如何抵抗自然灾害、技术故障、经济动荡、
市场变化、管理失误等给数字资源带来的风险,保证

数字资源能够长期、合法和经济地被广泛获取就成

为了国家的发展战略,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有益的

理论和实践探索.
较早的如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在上个世纪８０

年代就开始采集具有长期保存价值的数字资源,并
建 立 了 国 际 数 字 资 源 长 期 保 存 门 户 PADI
(PreservingAccesstoDigitalInformation),为解决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和获取问题提供帮助,以保证数

字资源得到适当的管理[３４].其后,１９９５年,英国召

开了第一次数字保存研讨会,探讨数字资源保护事

宜.会后,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资助成

立了专门的数字存档工作组,由英国国家保护办公

室(NPO)直接领导,具体负责数字藏书制作与保护

的战略性政策框架制定,风险数字资料的回收,数字

存档以 及 数 字 资 料 长 期 存 取 的 可 靠 性 等 ７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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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３５].

２００３ 年,OAIS(theReference Modelforan
OpenArchivalInformationSystem)被国际标准化

组织确认为国际标准,这标志着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领域系统有了国际范围内可以遵循的标准.其后,
围绕 OAIS模型,学者们进行了基于 OAIS的知识

库体系建设、充实 OAIS模型的元数据需要、创建被

保护信息编码等方面的大量研究[３６].世界各国也

相继推出了许多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项目,著名的

如澳大利亚的 PANDORA 项目、美国 NDIIPP 项

目、英 国 DPC 项 目、英 国 JISC 的 Digital
PreservationFocus项目、欧盟 ERPANET 项目等

等,并逐渐形成了机构独立保存、第三方委托保存和

合作保存三种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模式[３７].
在我国,２００３年,国家图书馆推出了网络信息

资源采集与保存实验项目 WICP和 ODBN,主要是

确定网络资源中的保存对象,设计技术路线和策略;
试验性收集、整理、保存数据并提供服务[３８].２００４
年,首个数字资源保存研讨会“中欧数字资源长期保

存国际研讨会”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成功召

开[３９].自此,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成为国内图书馆

界、情报界的研究热点,一批学者,如张晓林、吴振

新、宛玲等围绕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元数据设计、技
术系统、模型框架、标准体系、合作模式、知识产权问

题等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同时,国家科技图书文献

中心、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CALIS等也相继开展

了数字资源保存方面的实践探索;并且,因我国高校

图书馆外文数据库的采购多是通过高校图书馆数字

资源采购联盟(DRAA)完成的,基于 DRAA 的数据

库长期保存实践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截止２０１７
年底,DRAA已经拥有了８７份电子期刊数据库、电
子图书数据库等的长期保存权利方案[４０].

虽然国内的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研究和实践步入

了快车道,但国家层面的有关政策仍未出台,国家层

面的战略规划缺乏;多个机构进行了实践探索,但多

处于起步阶段,资源量小且共享有限,数字资源的规

模性、系统性长期保存未形成,国家整体的数字资源

容灾能力偏低[４１].同时,即使是已经进行长期保存

的数字资源也无法保证即时可获取,数字资源的安

全风险仍在.未来,还需要国家顶层设计,制定有关

的国家政策和发展规划,建立起国家主导的数字资

源合作长期保存体系,逐步推进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的规范化、系统化、常态化建设.

７　结语

信息资源服务体系建设是图书馆永恒的主题.
“双一流”的启动,唤醒我们对信息资源建设的重新

思考.为提高经费的使用率,图书馆应紧跟学科发

展的需要,以科学规划为起点,以建设全球特色馆藏

为重心,树立“大资源”观,走联合共享之路,避免低

水平重复建设.面对瞬息变化的信息技术环境和学

术交流新生态,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还要持续关

注资源与技术的深度融合,提高对教育、教学、科研

的信息安全保障,重视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和即时

可用,以提高高校的核心竞争力,助推高校“双一流”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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