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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图书馆协作学习
支持服务探析及启示

□龙朝阳　胡灿　邹凯　杨思洛

　　摘要　调研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图书馆的协作学习支持服务,分析其服务动因和概况,介绍主

要的服务设施及效能;通过两个案例较详细地描述其服务支持的协作学习过程,提炼出康斯坦茨

大学图书馆支持协作学习的服务模式.最后基于国内实际情况,对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协作学习

支持服务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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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９９９年,斯普林格(LeonardSpringer)对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以来SMET① 类课程进行荟萃分析,指出

“学生在协作学习中表现出更积极的学习态度”[１];
库尔斯奥[２](CarolCollierKuhlthau)、伊森伯格[３]

(PetraIsenberg)等人研究发现,在图书馆开展协作

学习支持服务,能有效提高学习效率.基于这些研

究,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兴起信息共享空间后,国
外陆续开始关注图书馆对合作、共享、交流和创新学

习的服务[４,５].近年来,国内高校也日益重视协作学

习支持服务的发展,一些重点高校陆续尝试建设信

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Commons,以下简称IC)
和学习共享空间 (LearningCommons,以下 简 称

LC).如复旦大学的李兆基图书馆设立了协作学习

室[６],清华大学图书馆设立了学习创作区[７],上海交

通大学图书馆创建了创新交流社区等[８].
据文献调研显示,国内不断对国外综合的学习

支持服务展开讨论.如朱轶婷等人探究了日本高校

图书馆的多类常规性和有特色的学习支持服务[９];
王丽萍从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等维度分析了美国高

校图书馆的各类延伸服务[１０].也有学者从IC 或

LC的角度探讨国外学习支持服务的发展,如任树怀

从IC的概念、发展等方面,分析了美国大学图书馆

IC的实施状况[１１];王宇等人详细介绍了加拿大圭尔

夫大学图书馆LC的各类服务项目[１２].从国内研究

现状看,鲜有专门针对国外高校图书馆的协作学习

支持服务,尤其是具体的协作学习过程开展研究.
本文通过对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图书馆协作学习

支持服务的调研,具体介绍其服务设施及效能,并通

过介绍两个典型案例,描述具体的协作学习过程,探
讨实现支持协作学习的服务模式的构建,对我国高

校图书馆的协作学习支持服务提出建议.

２　康斯坦茨大学图书馆的协作学习支持服务探析

２．１　协作学习支持服务的动因和概况

康斯 坦 茨 大 学 的 人 机 交 互 组 (HumanＧ
ComputerInteractionGroup)发现[１３],高校图书馆

普遍存在以下情况:学生仍利用传统终端和 OPAC
进行文献检索,在纸上记录索书号,并花费大量时间

在书架前查找图书;在阅读时不便于直接在书上添

加注释或标签;在知识建构时,无法直接追溯某段引

文出处;图形用户界面、台式机、鼠标等无法有效支

持多人交互和共享,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学生

的学习体验和效率.此外,随着普适计算时代的到

来[１４],高校迫切需要应用普适计算来提升图书馆服

务,提高学生的学习满意度.

∗ 通讯作者:龙朝阳,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５５５０Ｇ３４５５,邮箱:longzhy＠yeah．net.

① 科学(S)、数学(M)、工程(E)、技术(T)的英文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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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y



2
0

1
8

年
第4

期

　　为最大程度满足高校的协作学习与科研需求,
康斯坦茨大学的人机交互组于２０１０年前后着手开

展“融合图书馆项目”[１５](BlendedLibrary),以“融
合交互”(BlendedInteraction)为建设理念[１６,１７],旨
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可视化技术支持高校的科研

和学术工作[１８].协作学习支持是该项目建设的重

点.人机交互组先以问卷调查、访谈、焦点小组和观

察的方式[１９],调查学生在协作学习时对空间、基础

设施等的需求和满意度,然后根据不同协作学习场

景及过程中各阶段的需要,提供智能高效的一站式

协作学习支持服务.
体验 实 验 室[２０](LivingLab)和 多 媒 体 室[２１]

(MediaRoom)是康斯坦茨大学支持协作学习的两

大主要空间.体验实验室可容纳２－６人,用于小型

研讨、信息检索和报告演示(如图１所示).后期建

立的多媒体室较于前者在技术、设备和空间上都有

所改进,配备多套设备,可容纳６人以上不等,可用

于多个小组协同教学、实验设计等.人机交互组会

定期对室内的设备和交互系统进行评估和升级,如
搜索令牌[２２]就历经４次更新换代[２３].历经８年左

右的建设,馆内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多模态、多互动的

协作学习空间.

图１　体验实验室３D模型及内景[２４,２５]

２．２　服务设施

为支持小组的协作学习过程,康斯坦茨大学图

书馆配备了多种支持协作学习的设施.主要有:
(１)研讨学习设施.包括多点触摸桌、搜索令

牌、展示墙等.多点触摸桌既是便于面对面讨论的

办公台,也是用于交互共享的计算机,支持多人同步

用手、搜索令牌或数字笔直接控制,其可视化界面保

证了搜索过程的透明和可追溯性;搜索令牌通俗说

是多点触摸桌面上的控制手柄,其红外感光设计能

快速被桌面识别,并触发屏幕键盘,通过旋转调节搜

索权重,多个令牌便于协同制定复杂的过滤查询;展
示墙有触控功能,用于演示成果、展示桌面上的详细

信息及比较多个信息对象,也可充当交互式电子白

板[２６],它能与多点触摸桌面实时互联,受到桌面的

远程遥控,完成各种同步或异步操作.
(２)自主学习设施.包括一体化学习平台[２７]、

个人电脑①等.一体化学习平台主要由宽屏投影

仪、摄像机、数字桌和数码笔组成,用户通过手和数

字笔在投影桌面进行网页搜索、图文截取、并行读

写、全文检索和引文追踪,一站式帮助学生构建思维

导图;个人电脑用于控制交互桌面或进行独立检索,
是小组高效协作和共享的重要基础.

(３)系 统 平 台. 包 括 ZOIL②[２８]、TwistＧ
erSearch[２９]、融合型书架[３０]等.ZOIL是支持手、数
字笔、搜索令牌等控制的可视化界面样式,具备信息

分类、细节查看及筛选等功能,适用于各类显示终

端,支持跨设备共享和显示信息,以语义缩放[３１]呈

现信息内容;TwisterSearch是为适应多点触摸桌面

的协同学习而设计,采用 Post－WIMP 界面,每人

可在桌面上划定不同颜色的关键词组区域,每个区

域通过配套令牌与对应平板共享信息,有效支持小

组的战略规划和协同搜索;融合型书架是康斯坦茨

大学图书馆浏览和检索图书的重要平台,图书以模

拟３D显示,与实体书架实时同步,具备多功能模拟

操作,如区分显示③、虚拟取出和高级动态筛选.它

提供 QR码扫描下载功能,整个检索过程有助于“意
外发现”.

２．３　协作学习过程

小组自主组织学习活动和第三方参与讨论指导

是两类常见的协作学习活动.有鉴于此,笔者采用

两个典型案例来说明该服务所支持的协作学习

过程.

２．３．１　学习小组完成课后作业

甲、乙等４名大学生完成课后作业———以“凯撒

大帝和卢比肯河”为主题做课程报告.小组四人起

初对该主题知之甚少,需深入了解相关信息.通过

借助图书馆内的学习设施和系统平台,他们能快速

检索文献、获取相关资料、构建思维导图,并最终形

成课程报告.该小组在图书馆内准备课程报告的过

程细节见表１.

８３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图书馆协作学习支持服务探析及启示/龙朝阳,胡灿,邹凯,杨思洛
　　　AnalysisandEnlightenmentonCollaborativeLearningSupportServiceofLibraryofKonstanzUniversityinGermany/LongZhaoyang,HuCan,ZouKai,YangSiluo

①
②
③

主要指个人平板.

ZoomableObjectＧOrientedInformationLandscape.
半透明的书籍表示已借出,不透明的书籍表示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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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学习小组在图书馆内准备课程报告的过程细节

序号 主要任务 过程描述

１
检索文献

(如图２－①所示)

１．将身份令牌①置于触摸桌面,桌面感应身份信息,并确定本次录入系统的四位成员,之后四人的平板、展示

墙和触摸桌间能随时共享信息;

２．利用“面搜索令牌”[３２]在桌面进行文献搜索(或结合平板辅助检索),令牌的箭头指向和边缘显示便于小组

了解整个搜索过程.

２

查看细节

(如图２－②所示)

获取资料

１．检索结果排列显示在展示墙上,甲乙两人上前查看细节;

２．甲点击一本书的条目,查看该书的详细信息;

３．乙的平板上也同步显示出该书信息;

４．乙前往图书室取书.

３
搜索“新”书

(如图２－③所示)
１．甲利用展示墙上的“融合型书架”继续搜书,并很快发现一本小组之前没有搜到的相关图书;

２．甲在展示墙上把该书的图文信息传给正在取书的乙.

４
构建思维导图

(如图２－④所示)

１．乙在平板上看到甲的信息后,找到这两本书返回体验实验室;

２．乙用数字笔在桌面书写上数字字体“凯撒”后,翻阅图书,图书页面上的“凯撒”字眼全部突出显示;

３．乙用手或数字笔将勾勒的相关图文往数字桌上拖拽,桌面便自动触发“一体化学习平台”的系统,将内容移

到数字桌面.乙还可以利用桌面的网页窗口进行检索,同样可将网页内容截取到桌面;

４．长按桌面内容,可立即连接内容出处,或通过箭头指示不断引导乙翻到该内容在书本的位置;

５．通过使用这些功能,乙可以轻松摘取相关信息,构建出思维导图.

５
形成课程报告

(如图２－⑤所示)

１．在乙构建思维导图的同时,其他三人利用个人平板和搜索令牌搜索相关网页信息,并将有用信息通过平板

共享到桌面的 Twistersearch;

２．待四人搜索完毕,小组聚在多点触摸桌周围整合结果.通过系统的协同,多点触摸桌能分块显示之前各阶

段的任务成果;

３．最后四人讨论整合,即可形成本次的课程报告.

图２　学习小组准备课程报告的过程示意图[３３]

２．３．２　导师指导学习小组完成学期论文

导师在图书馆内指导学习小组完成学期论文,
论文主题为“查找由图书改编的喜剧电影,并对某一

角色进行分析”.首先导师展示和讲解主题,然后小

组利用馆内设施和系统进行协同检索、分工和讨论

分析.鉴于学期论文的复杂性,一般小组在初次讨

论中主要是获取相关资料、确定提纲,取得阶段性成

果,再向导师展示结果,提出问题.在导师的指点

下,明确下一步任务和下次讨论会时间.历经多次

讨论,最终形成导师较为满意的学期论文.表２表

示导师指导该小组完成学期论文的过程细节.

２．４　支持协作学习的服务模式构建

笔者结合以上案例及对康斯坦茨大学图书馆协

作学习支持服务的整体把握,构建出支持协作学习

的服务模式,如图４所示.
从图４可以看出,康斯坦茨大学图书馆中协作

学习的主要流程分为协同检索、任务分配、个人检索

和讨论整合四个基本阶段.在“协同检索”阶段,小
组围在多点触摸桌边检索和讨论主题,他们也可以

随时利用个人电脑检索,导师或组长可利用多功能

展示墙展示任务纲要,明确小组的任务目标.小组

成员在清楚自己的任务后,进入“个人检索”阶段.
他们分别利用多点触摸桌、“一体化学习平台”、展示

９３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图书馆协作学习支持服务探析及启示/龙朝阳,胡灿,邹凯,杨思洛
AnalysisandEnlightenmentonCollaborativeLearningSupportServiceofLibraryofKonstanzUniversityinGermany/LongZhaoyang,HuCan,ZouKai,YangSiluo　　　

① 外形、功能参考国内校园一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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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导师在图书馆内指导学习小组完成学期论文的过程细节

序号 主要任务 过程描述

１
展示主题

(如图３－①②所示)

导师利用多功能展示墙展示主题,并向小组推荐几个主要角色,以引导其成功完成任务.展示墙中基于ZOIL
的可视化系统能有效支持导师展示和学生查看信息.

２

检索文献

获取资料

(如图３－③所示)

１．小组检索文献,确定所需图书和 DVD后,派一人前往图书室查找资料;

２．该学生利用平板扫描系统对书架前的书籍进行扫描,通过图像的快速识别[３４],能快速找到所需资料.

３
查看资料

(如图３－④所示)

１．小组将资料放在触摸桌面上,桌面通过感应条形码、RFID芯片或红外传感标签[３５],在资料周围显示其图文

信息.如 DVD中电影的演员、类型、出版年份、用户评论等;

２．小组继续对这些可视化图文进行触摸访问,如全文检索电影剧本、查看影评,或通过语义缩放,在桌面和展

示墙上播放电影.也可以在桌面上进行全书检索、添加注释和书签,这些数字功能不会损坏图书.

４

分工并深入分析

(如图３－⑤所示)

展示阶段性成果

(如图３－⑥所示)

１．经过多轮搜索、筛选和讨论整合后,小组基本掌握了写作思路,并列出提纲,继续分工和深入分析;

２．导师现场要求展示阶段性成果,并提出可行性意见.之后让小组回去各自利用图书馆的家庭影院系统[３６]

继续观看影片.

５
再(多)次讨论

形成学期论文

学习小组再次聚在图书馆向导师展示进度和结果.馆内的多点触摸桌、搜索令牌、展示墙及可视化系统能最

优化支持这一协同讨论过程.此过程又可继续发现和解决问题,最终形成导师较为满意的学期论文.

图３　导师指导学习小组完成学期论文的部分场景[３７,３８]

墙及个人电脑等工具进行文件浏览和检索、构建思

维导图、查看和比较文件信息及进行独立的网页搜

索.分工任务完成后,小组成员在室内讨论整合,他
们可借助媒体平台展示自己的任务结果或表达观

点.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小组可能发现新问题.为

了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他们需协同讨论,再次进行

任务分工,对新问题展开新一轮研究,过程如此往

复,直到达到结果最优.整个过程不仅能有效支持

团队协同、实现界面共享和搜索过程可视化,而且支

持现场指导和交流,最终深化合作.其完善的一站

式流程在给学生带来自然、直观和智能交互体验的

同时,避免了学生频繁切换于多个功能场所,有利于

现场高效地解决研究性难题.
我们由此得出以下４点结论:第一,康斯坦茨大

学图书馆支持协作学习的空间设计和资源配置,注
重学习过程的连贯性,支持整个学习流程自然的人

机交互;第二,它以室内环境和多功能学习设施为重

点打造智能高效的学习空间,一站式满足个人和协

作学习所需,便于在个人检索和协同交互间无缝切

换;第三,多点触摸桌、展示墙、个人电脑和搜索令牌

是其协作学习支持服务中必不可少的４大基本设

施;第四,人机交互组曾通过小组实验证明[３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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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康斯坦茨大学图书馆支持协作学习的服务模式

协作(C)①、分工(DOL)②和同步协作(PC)③三种协

作学习方法中,同步协作是最有效的协作学习方

式”,而其协作学习流程正是该结论的体现.

３　对我国高校图书馆提供协作学习支持服务的

启示

我国高校图书馆有必要借鉴国外大学图书馆的

经验,结合实情提供具有自身特色的协作学习支持

服务.

３．１　将协作学习融入图书馆建设理念

康斯坦茨大学图书馆探索了新的支持协作学习

的服务模式,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将协作学习视为推

进图书馆建设的重要部分.国内高校图书馆在提供

资源和服务时也应注重协作学习[４０],将协作学习融

入图书馆建设理念.首先,要明晰协作学习的重要

性.研究表明,协作学习能增强小组成员的责任感,
激发个人的贡献潜能,最终提高小组学习效能[４１].
图书馆作为高校的“学习中心”,应重视协作学习支

持服务的发展,可在IC的基础上增强对小组的协

作、交流的指导、支持,促进IC向更强调协作学习的

LC发展.其次,需深入研究和整体把握学生的学习

需求和规律,从学习小组的学习流程和合作周期出

发,形成独立学习与团体合作紧密结合的学习模式.
第三,要重点培养学生的协作学习意识.调查研究

显示,国内高校图书馆用户在IC中最少使用开放讨

论空间与团体讨论室[４２].因此高校亟需提高学生

在图书馆内开展协作学习的积极性,并注重学生多

方面信息素养的发展,提高其主动获取信息和协作

学习的能力.

３．２　整合多个功能空间,提供一站无缝式学习环境

国内的IC或LC多注重功能分区,如浙江大学

的IC分为研究空间、多媒体空间、学习空间等八类

空间;武汉大学的LC划分为自主学习室、个人研修

室、团体研修室等功能区.严格的功能分区有利于

针对性学习活动的开展,但协作学习不仅仅是小组

讨论,也是个人分工以及结果整合的过程,是集分

工、协作、演示等于一体的学习活动,只有各部分紧

密结合才能有效提高协作学习效率.鉴于康斯坦茨

大学体验实验室的成功实践,国内高校图书馆可以

划定几个房间或区域,整合讨论室、放映室、个人研

修室等多个空间的功能,为学习小组提供一站无缝

式学习环境和紧密的协作学习支持.在探索初期可

建立体验室,体验室的空间和设施主要从个人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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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Collaboration,整个学习过程都是共同完成任务.

DivisionofLabor,整个学习过程几乎不共享资源,各自完成交

集不多的任务.

ParallelCollaboration,小组成员先对同一任务分工后进行个人

检索,再进行结果的讨论整合,整个过程共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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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交互和展示三个基本方面进行规划和配置(如
图５所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智能优化,构建布局

合理、功能齐全的空间环境,尽量同时满足小组的协

作学习过程所需.

图５　体验室空间和设施的基础配置图示

３．３　组建多元化的研发团队

康斯坦茨大学在开展协作学习支持服务时,主
要由该校人机交互组负责空间设计及智能设施的开

发.人机交互组现有２５人[４３],图６表示其成员组

成,从图中可看出教授仅占４％,约１人,主要提供

知识和技术指导;学生共占９２％,是主力军,可见在

适当的引导下,学生的研发潜力是巨大的.教授通

过在课堂和演讲中介绍其团队项目及成果,能吸引

一批志同道合的新成员.这些成员有不同的学科背

景,跨计算机与信息科学、设计学、社会学、数学等多

个学科[４４].
国内高校也可以针对某一系统、设备或软件,打

造相应的研发团队.以资深教授为带头人,以公开

化的形式开展小组讨论或举办讲座,结合课堂宣传,
吸收有兴趣、有能力的学生参与.同时也应注意学

历层次和学科背景的多元化,以一批人带动一批人,
各取所长,发挥团队的集体智慧.研发团队在了解

本校学生需求的基础上,开发协作学习设施,并定期

跟踪调查、评估和完善,力求构建富有生命力的支持

图６　康斯坦茨大学人机交互组的成员组成

协作学习的服务模式.组建多元化研发团队,一方

面,能有效利用本校师生资源,充分挖掘学生兴趣带

来的研究潜力,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有助于

产生科研成果;另一方面,立足本校,能满足本校学

生协作学习的个性化需求,从而提升用户满意度.

３．４　加强与其他组织或机构的交流协作

康斯坦茨大学图书馆协作学习支持服务的高效

开展离不开交流与合作,如积极与澳大利亚媒体交

互实验室、德国知识媒体研究中心、英国剑桥系统集

成组等协作开展实验设计[４５],提高了新系统的实验

成功率.国内高校也可以通过加强与校外优秀团队

的交流协作,不断更新理念、技术和服务模式,实现

与时俱进.此外,还应加强与校内各机构的协作.
如康斯坦茨大学将图书馆、信息管理中心和IT服务

中心合并为“通讯、信息与媒体中心”[４６],在这两大

机构的信息和技术支持下,有效促进了康斯坦茨大

学图书馆的教学、科研和学习服务的开展.与之类

似,密歇根大学图书馆的 LC主要由图书馆、计算机

辅助工程网络部和数字媒体共享中心三个机构共同

参与运行[４７].国内高校也可尝试和本校其他机构,
尤其是信息类、计算机类等部门共同参与运行图书

馆.通过资源共享、信息及技术支持,获得最优的协

作学习支持服务效果.

３．５　发挥普适计算效能,强化协作学习紧密性

普适计算是未来人机交互的发展方向,将普适

计算融入图书馆知识服务是人才培养和信息技术发

展的必然趋势.康斯坦茨大学图书馆注重利用新型

信息技术和设备,充分发挥普适计算效能来支持小

组的协作学习.国内高校图书馆也迫切需要结合普

适计算来强化协作学习紧密性.首先,要打破台式

电脑、鼠标、键盘、扫描仪等传统的输入模式,化有形

为无形,打造基于普适计算的服务环境.如利用

Anoto技术实现数字笔录入,利用平面投影交互技

术实现普通桌面的数字化和可交互性,结合 AR技

术开发虚拟３D 书架,等等,这不仅能提高用户体

验,也提升了图书馆的协作学习支持服务档次.其

次,应该重视多点触摸桌在协作学习过程中的重要

作用.多点触摸桌具有可视性、交互性和协同性,尤
其适合２－６人的协作学习.笔者调研发现,国内高

校的IC或LC较少使用多点触摸桌,建议尝试引入

多点触摸桌来优化协作学习支持服务建设.第三,
建立健全的协同系统,加强协作学习过程中的设备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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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和信息共享.如开发或引进相关信息系统或软

件,实现展示墙、多点触摸桌、平板等设备间的互联

互通和协同显示.以此深化小组成员间的协同感

知,从而提高协作学习效率.

４　结语

在图书馆提供的协同环境下开展学习和科研活

动,是人才培养和信息服务进步的必然趋势.随着

我国对学生自主学习和科研创新能力日益重视,高
校有必要拓展图书馆的学习服务功能和形式,构建

主动、开放的学术环境.康斯坦茨大学图书馆的协

作学习支持服务历经多年探索和完善,代表了德国

图书馆界先进的协同服务理念.本文对其主要设施

及效能、协作学习过程、支持协作学习的服务模式进

行了探讨,希望对我国高校图书馆提供协作学习支

持服务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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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andEnlightenmentonCollaborativeLearningSupport
ServiceofLibraryofKonstanzUniversityinGermany

LongZhaoyang　HuCan　ZouKai　YangSiluo

Abstract:BystudyingthecollaborativelearningsupportservicesoflibraryofKonstanzUniversity,this
paperintroducesthefacilitiesand efficiency oftheservice;describescollaborativelearning process
supportedbylibraryservicethroughtwopracticecases,andthensummarizestheservicemodesupporting
collaborativelearning．Finally,basedontheactualsituationinChina,it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of
collaborativelearningsupportservicefordomesticuniversitylibraries．

Keywords:KonstanzUniversity;Collaborativelearning;BlendedLibrary;LearningCommons;InforＧ
mation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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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thePerspectivesofRapidILLandBorrowDirecttoSpeculatethe
DevelopmentofInterlibraryLoanandDocumentDeliveryService

YangWei　ZengLijun

Abstract:RapidILLandBorrowDirectarethebestpracticesfordocumentdeliveryandinterlibraryloan
respectively．Thecommonalityofthetwoisembodiedinhighautomationandcomprehensivequality
controlandthecoreistosaveuserstimeandenhanceusersadhesiveness．Thedevelopmentdirectionof
Chineseinterlibraryloananddocumentsupplyservicesystemisalsomainlyembodiedinthedimensionality
oftime．Thespecificimplementationsaretosaveandoptimizeuserstimeandtoenhancethevalueofusers
waitingtime．

Keywords:RapidILL;BorrowDirect;InterlibraryLoan;DocumentDelivery;ServiceSystem;DevelＧ
opment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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