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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空间功能布局研究∗

———以北京、江苏、上海新建馆舍空间为调查对象

□潘颖　刘利　孙萌

　　摘要　传统图书馆的空间功能已无法满足发展需要,亟需转型.开展新建图书馆空间功能

的调查研究,揭示其现状及特征,对高校图书馆空间的功能布局研究和新建馆舍的空间规划及功

能定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参考和借鉴肖珑的高校图书馆空间功能分区框架,将馆舍空间

划分为９类功能区域,选取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北京、江苏、上海三地高校新建图书馆开展调查,以揭

示和厘清新建高校图书馆空间功能的现状及其特征.调研结论是:馆舍空间功能的转型已成必

然趋势;在未来的图书馆空间规划中,应实现空间布局按读者需求动态优化和多中心空间服务模

式;“大型购物中心模式”将成为图书馆空间规划建设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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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数字技术和移动阅读技术的发展,使得读者获

取资源的行为发生重大变化,表现为由到馆利用转

为远程虚拟使用资源,从而导致近年来高校图书馆

的印刷型资源的借阅率逐渐走低这一现实问题日益

凸显.另一方面,近年来高校图书馆新馆建设的热

潮风起云涌.«２０１５年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指出,
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５年,高校图书馆馆均在建新馆的

建筑面积呈递增趋势,２０１５年,共有２６９所高校图

书馆填报在建馆舍数据,数据有效的为１２１所,馆均

约为２．４４万平方米,中位值是２．１５万平方米[１].
而从高校图书馆近年接待读者的数量来看,进馆人

数并未呈现下降趋势.由此可见,在数字环境及大

量兴建馆舍的背景下,印刷型资源的借阅量虽然受

到一定影响,但是读者对于空间的需求并没有降低,
只是对其功能的需求发生了改变.通过文献调查发

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空间功能布局的经验借鉴

及构想,而有关新建馆舍功能布局的总结性、对比性

研究阙如.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通过对北京、江苏、上海三

地高校新建图书馆的空间功能 展调查研究,试图

揭示和厘清当前高校图书馆新建馆舍空间功能的现

状及其特征,为科学规划馆舍空间功能提供依据和

参考.

２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传统的高校图书馆的空间功能以藏书为核心,
在功能分区上围绕藏书建设和借阅服务展 .数字

环境下的读者对图书馆服务提出了多元化需求,推
动高校图书馆空间在十几年内发生了很大变化.学

习共享空间、创客空间等前沿性空间设计理念逐步

引入到高校图书馆的空间设计和规划中.这些不同

形式的功能区域,充分融合空间、技术、资源、馆员、
读者等多重因素,旨在为读者的学习、研究、交流提

供有启发性的服务场所.许多高校在新建馆舍时,
除保留藏书服务空间外,新增部分用于提供服务的

空间.基于上述现实,本文参考和借鉴肖珑的泛在

知识环境下的高校图书馆空间功能分区框架[２],对
当前高校图书馆的馆舍空间功能进行梳理,将其划

分为９个区域,包括阅览服务空间、信息服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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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设备空间、业务工作空间、学习共享空间、特色

馆藏空间、创意创客空间、公共活动空间、生活休闲

空间.
本文选取北京、江苏、上海三地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

新建高校图书馆作为研究对象,以图书馆网站作为

切入点,综合本馆简介、 放时间、馆藏分布等栏目

信息,对馆舍空间信息进行数据采集并进行结构化

处理(图１). 终获取６１所新建馆舍的有效样本

数据.

图１　高校图书馆馆舍空间功能布局研究数据采集维度

３　馆舍空间与功能布局数据分析

３．１　新建馆舍空间基本数据分析

３．１．１　建筑年代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江苏、北京、上海的高校图书馆

新建数量分别为２９所、１６所、１６所.从新建馆舍年

份分布统计看(图２),主要集中于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期间 新 建 馆 舍 数 量 达 ２１ 所,占 总 数 的 ３４．４％.
２０１１年后,三地新建馆舍数量逐渐减少.从地域分

布看,除２０１５年外,江苏省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每年均

有新馆舍投入使用,而上海市则集中分布于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年.

图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江苏、北京、上海

三地新建馆舍数量年份分布

３．１．２　建筑楼层

图３为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江苏、北京、上海三地新

建高校图书馆馆舍的楼层数分布情况.
新建馆舍的平均楼层数统计显示,江苏省及上

海市为６层,北京市为５层;６１所新建馆舍中, 低

楼层数为２层、 高为１０层,其中楼层为５层、６层、
７层的新建馆舍数量达４２所,占总数的６８．９％,且
主要为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约占江苏省高校图书馆

总数的８３％.对４２所馆舍进一步分析发现,其高校

类型主要为综合类、师范类、理工类、财经类和语言

类,且共同特征为办学规模相对较大.与之相对,馆
舍楼层数仅为２层及３层的高校共６所,且多为艺术

类、体育类及分校区院校,其办学规模相对较小.

图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江苏、北京、上海

新建馆舍建筑楼层数统计

３．１．３　建筑面积

新建馆舍建筑面积统计显示(图４),语言类、综
合类、师范类及理工类高校的新建馆舍建筑面积均

超过３００００m２,语言类高校新建馆舍平均建筑面积

大,达３３０００m２.而艺术院校仅为８２１６．３m２.样

本数据中,建筑面积在１００００m２以下的馆舍仅有６
所,１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m２的馆舍数量为２８所,３００００m２

以上达２７所.

图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各类型院校新建

图书馆平均建筑面积分布

根据各馆公 的新建馆舍面积数据,结合高校

师生人数计算其人均占有馆舍面积.从地域分布

看,江苏省人均占有馆舍面积为１．７７m２/人,北京

市为１．８５m２/人,上海市略低,为１．５９m２/人.从

院校类型看,语言类及政法类高校的人均占有馆舍

面积位居前列,分别为２．５４m２/人及２．３１m２/人.
此外,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建筑规划面积指

标[３]”对４项校舍规划建筑面积的要求,我们将６１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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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建馆舍按其所属学校类别与“普通高等学校建

筑规划面积指标”中的办学规模相对应,分别统计达

到标准人均面积的馆舍数量(表１).２所体育院校

均达到标准人均馆舍面积规定;其次为理工、医药类

高校;其他两类达到标准的比例相对较低.
表１　新建馆舍人均占有面积情况统计

学校
类别

办学
规模
(人)

达到办学
规模的高
校数量(所)

标准人均
馆舍面积
(m２/人)

达到标准人均面积的馆
舍数量及分布(注:括号
内为人均馆舍面积)

综合
师范
财经
政法
语言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２．０２

２ 个,江 苏 警 官 学 院
(４３２)、北京外国语大学
(２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５ １．７４

７ 个,苏 州 科 技 学 院
(２６６)、南 京 审 计 大 学
(２１３)、上海应用技术学
院(１７７)、上海电机学院
(２０８)、南 京 晓 庄 学 院
(２)、中 央 财 经 大 学
(２４５)、中 国 传 媒 大 学
(２５２)

２００００
以上 １７ １．５４

６个,南京大学(２．６２)、东
南大学(１．７２)、江南大学
(１．５６)、中 国 人 民 大 学
(１．８６)、淮 阴 师 范 学 院
(１．８１)、上 海 财 经 大 学
(１．６６)

理工
医药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 ２．００ 无高校达到标准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７ １．７１

６ 个,常 熟 理 工 大 学
(２４)、江 苏 理 工 大 学
(１９７)、淮 阴 工 学 院
(１９８)、北 京 建 筑 大 学
(３．１９)、中 国 药 科 大 学
(１．７１)、南 京 医 科 大 学
(１．７１)

２００００
以上 １０ １．５０

５ 个,中 国 矿 业 大 学
(２０５)、华 东 理 工 大 学
(１６７)、盐 城 工 学 院
(２０３)、徐 州 工 程 学 院
(１．９７)、上 海 海 事 大 学
(２．０２)

体育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２ １．９３

２ 个,首 都 体 育 学 院
(２０１)、上 海 体 育 学 院
(２０７)

艺术

２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 ２．５０ １个,中央戏剧学院(３．４)

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 ２．００ 无高校达到标准

３．２　新建馆舍的空间功能布局分析

由于样本数据中新建馆舍的楼层数不同,下面

通过三等分,对新建馆舍楼层按照低楼层、中楼层、
高楼层进行划分.对于不能被３整除的楼层数,将
余数增加至中楼层,如四层(低楼层:楼层一、中楼

层:楼层二至三、高楼层:楼层四)、五层(低楼层:楼
层一、中楼层:楼层二至四、高楼层:楼层五)等.

３．２．１　空间总体楼层

对６１所新建馆舍中９类空间按楼层分布统计

(图５)发现:面向读者利用的空间布局与楼层分布

呈负相关.即读者常利用的信息服务空间(５８/６１)
集中设置于低楼层;学习共享空间(４１/５５)及生活休

闲空间(１２/１７)于中楼层居多;利用率较低的特色馆

藏空间集中分布于中(２０/３９)、高楼层(１９/３９).阅

览服务空间占据馆舍大量面积,均置于低、中楼层

(６０/６１).技术设备空间(图书馆中心机房、消防安

保监控室)受设备管理的安全性和便捷性要求,均设

置于低(５８/６１)、中楼层(２２/６１).业务工作空间考

虑到馆员的工作便捷性,集中分布于低(４４/６１)、中
楼层(４５/６１).

图５　新建馆舍各空间总体楼层分布统计

３．２．２　阅览服务空间

(１)阅览服务空间中各类型阅览室数量分布.
统计显示:阅览服务空间共计４８５个阅览室(图

６).其中,人文社科阅览室(２１．６％)及中文科技阅

览室(１４．６％)的数量总和逾总数的１/３,其次为报

刊阅览室(８．５％)、外文图书阅览室(８．２％)、工具书

阅览室(８．２％)、存储/密集书库(７．６％)、期刊阅览

室(７．０％)等,学位论文阅览室(２．１％)及新书阅览

室(１．９％)数量很少,许多高校图书馆都将学位论文

与期刊统一放置,而新书则置于大厅展区,并未对其

单独设置阅览室.

图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新建馆舍阅览服务空间

中各类型阅览室数量分布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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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阅览服务空间中各阅览室楼层分布.
由各类型阅览室的楼层分布统计分析(图７)发

现:面向读者提供传统借阅服务的人文社科阅览室、
中文科技阅览室、报刊阅览室集中设置于低楼层及

中楼层;而侧重于资源典藏的古籍阅览室、教参阅览

室则多分布于高楼层.存储/密集书库因建筑要求

集中分布于低楼层.进一步分析发现:阅览服务空

间设置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不考虑密集书库,对
江苏、北京、上海三地新建馆舍负一层及一层设置阅

览室的馆舍数量进行统计,分别为北京(１４/１６)、上
海(１０/１６)、江苏(１２/２９).可见馆舍空间功能布局

一定程度上受到气候因素的影响.北京地处华北地

区,气候较为干燥,图书馆的阅览服务空间受到保

温、空气流通等问题的制约和影响,多将阅览服务空

间置于底层;而江苏及上海地处华东地区,气候温暖

湿润且有漫长的梅雨季节,因此阅览室的空间布局

顾及通风、湿度和采光等问题,故大多数馆舍会尽量

避 在底层设置阅览室.

图７　各阅览室楼层分布情况

(３)外文图书阅览室、期刊阅览室、密集书库

分布.
外文图书阅览室以其收藏图书语种多、质量高

的优势为高校教学、科研助力.６１所新建馆舍中,
共计３７所设外文图书阅览室,约占总数的６０．７％.
从院校类型分析(表３)发现,语言类(２/２)、财经类

高校(４/４)均设有外文图书阅览室;政法类(３/４)、综
合类(１３/２１)、理工类高校(８/１５)外文图书阅览室覆

盖率较高.从地区分布看,江苏(１４/１６)、北京(５/
１０)的外文图书阅览室集中位于中楼层,上海(６/１１)
的外文图书阅览室设于高楼层的居多.此外,教育

部１９７９年 始在全国设立外国教材中心图书室,样
本数据中共包含４个.其中南京大学将教育部外国

教材中心、外文文科中心(社科类)和部分馆藏外文

图书合并,组成集中的外文图书文献阅览服务并搬

迁至新馆,其他３所院校仍将外国教材中心图书室

保留于 初设置的馆舍.
与外文图书阅览室相比,期刊阅览室的总体覆

盖率稍低,６１所新建馆舍中,共有３３所馆舍设置期

刊阅览室.从院校类型看,其与外文阅览室的分布

情况略有差异.如表２,综合类(１５/２１)、医药类(３/
３)及理工类高校(８/１５)多设置期刊阅览室,而语言

及财经类高校设置期刊阅览室的馆舍数量显著减

少.且三地的期刊阅览室均集中分布中楼层.
表２　各类型院校外文图书阅览室、期刊阅览室设置情况对比

院校类型
馆舍数

(个)
外文阅览室

馆舍数(个)
期刊阅览室

馆舍数(个)
备注

理工 １５ ８ ８ —

医药 ３ １ ３ 中国药科大学:２
个期刊阅览室

综合 ２１ １３ １５ 江南大学:２个外

文图书阅览室

师范 ６ ３ ２ —

艺术体育 ６ ３ ２ 中央美术学院:２个

外文图书阅览室

语言 ２ ２ ０ 北京外国语大学:２
个外文图书阅览室

政法 ４ ３ ２ —
财经 ４ ４ １ —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新建馆舍较为显著的空间布局

变化是建有存储/密集书库的馆舍数量大大增多(图
８).截至２０１５年底,６１所新建馆舍中,共有３７所

设有存储/密集书库,且集中分布于低楼层(２８/３７).
而学位论文阅览室的数量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三
地共有９所馆舍设有学位论文阅览室,其中北京１６
所新建馆舍中含６所,而江苏及上海共４５所馆舍,
仅３所设有学位论文阅览室.

图８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建有存储/密集书库的馆舍累计数量分布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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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信息服务空间

信息服务空间可界定为进行咨询服务、书刊借

阅及资源检索的区域,主要包括借阅服务台、信息咨

询台、检索服务区、复印服务中心.从楼层分布来

看,借阅服务台与信息咨询台分布趋同,集中分布于

低楼层;检索服务区依“读者便利性”原则集中设置

于低楼层;部分高校在不同楼层均设有借阅服务台、
信息咨询台、检索服务区,且借阅服务台、检索服务

区楼层分布情况与该校阅览室的分布情况一致.读

者可在同一楼层内实现书刊的检索—浏览、查找—
借阅,同时在多个楼层完成书刊的借阅.

此外,近年自助服务设备已广泛应用于高校图

书馆,自助服务成为高校图书馆提高服务能力的新

走向.本文对６１所新建馆舍提供的自助服务类型

及内容进行梳理,将其分为:自助图书借还设备(提
供RFID或条码自助借还书服务)、自助电子报纸阅

读设备(实现阅读电子报纸或期刊等功能)、自助电

子书借阅机(提供电子书下载服务)、自助打印复印

(实现自助打印、复印功能并可自动缴纳费用)等.
这些自助服务设备一方面使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

得以节约,服务效率得以提高;另一方面,此类设备

使读者与馆员的接触减少,提升了读者体验.但由

于经费等因素的限制,自助服务设备目前多在有书

刊典藏的楼层提供.
３．２．４　特色馆藏空间

特色馆藏空间包括特藏阅览室、高校特色文库.
作为高校的特色馆藏,一般与本校的重点学科或教

学基地相关,以提供具有特色的专业化文献信息服

务.在调查的６１所新建馆舍中,共有３５所馆舍建

有特藏阅览室,特藏内容包括特色专业文献(１６/
３５)、善本古籍(９/３５)、地方文献(５/３５)、民国文献

(５/３５)及名家手稿(３/３５).１１所馆舍建有高校特

色文库(江苏３/２９、北京５/１６、上海３/１６),如江苏大

学文库、北大文库、上海海洋大学长仓文库等.北京

市建有特色文库的高校数量较多.从楼层分布看

(图９),特藏阅览室及高校特色文库集中分布于馆

舍的中、高楼层.
３．２．５　学习共享空间

本文按高校图书馆是否提供IC相关服务,将学

习共享空间分为信息共享空间、研讨/研修室、学术

报告厅、各类会议室、电子阅览室、用户培训教室六

部分,其中将设有信息共享空间的馆舍视为直接

图９　特藏阅览室及高校特色文库楼层分布

展IC建设.样本数据统计显示,６１所新建馆舍中,
提供IC相关服务的馆舍达４４所,占总数的７２．１％;
而直接 展IC建设(即建有信息共享空间)的馆舍

仅１２所(低楼层２/１２、中楼层９/１２、高楼层４/１２),
楼层分布以中楼层为主.设有研讨室的馆舍１９所,
其中综合大学９所、师范类院校４所.下面选取中

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这三所建有信

息共享空间的馆舍进行对比分析(表３),其信息共

享空间均分布在中楼层,且名称多样化.
表３　３所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共享空间建设情况

学校名称
信息共享

空间名称
楼层分布 服务内容

中国人民

大学

信息共享

空间
楼层三

供读者上网浏览信息、查询网

络数据库及使用音视频资源,
并有工作人员进行指导.

南京大学
信息共享

大厅
楼层二

包含若干台式机、查询机和自

助服务系统,供读者使用.

上海交

通大学

IC２创新服

务空间
楼层二、三

提供学术交流和研究创新支持

及人文讲座、主题征文、书展等

活动的场所.

２００５年起,各高校借助新馆建设的浪潮 始陆

续建立电子阅览室(图１０).其中２００７年建有电子

阅览室的馆舍数量达 大值.但自２０１２年起,建有

电子阅览室的馆舍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２０１４
及２０１５年的５所新建馆舍中仅有１所建有电子阅

览室.表明高校图书馆对电子阅览室建设的重视程

度已大打折扣.

图１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建有电子阅览室的馆舍数量分布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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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６　其他服务空间

近年信息环境发生变化,馆舍布局已超越传统

功能,新增部分单纯用于服务的空间,如公共活动空

间、创意创客空间、生活休闲空间等,以期为高校图

书馆提供一个友好的学习交流场所.目前,此类空

间在部分馆舍已兴起,但比例依然很小,多数新建馆

舍空间布局仍以传统阅览服务空间为主.公共活动

空间中,共３０所馆舍设有自习休闲区,其次为普通

展览区(共１８所馆舍设置),仅７所馆舍设艺术品展

览区、５所馆舍设作品展示区.展览区主要分布于

低楼层,自习休闲区集中于低楼层(１７/３０)及中楼层

(１８/３０).
创意创客空间也称制造空间,提供材料及技术,

为读者进行动手性探索提供一个 DIY 空间[４].本

文将其分为数字加工区、DIY制作区、创客空间及自

助打印复印区.其中多数馆舍均设有自助打印复印

区,而其他三个区域仅有包括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等在内的４所馆舍涉及,其中上海市有两

所.表４为４所大学三个区域设置的具体情况.
表４　４所大学设置数字加工区、DIY制作区、创客空间的情况

馆舍名称 空间名称 楼层分布 空间服务介绍

南京大学

图书馆

数字加

工区
楼层五

设有数字化扫描室,提供数

字媒体制作、数字加工服务.

北京大学

图书馆

数字加

工区
负一层

提供纸质和缩微文本扫描、
古旧文献翻拍、录音录像资

料数 字 化、元 数 据 加 工 制

作、资料原貌再现和简易装

订等服务.
上海交通

大学图书馆

数字加工区

DIY制作区
楼层二 提供３D打印服务.

华东师

范大学
DIY制作区 楼层三

提供读者自主动手探索制

作的空间.

４　对高校图书馆建筑空间功能布局定位的思考

高校图书馆空间作为一种资源,其精准的功能

定位和合理的空间布局是吸引读者到馆、满足读者

空间需求的关键因素.通 过 对 江 苏、北 京、上 海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新建馆舍基本数据及空间布局调查

数据分析发现,数字环境下的高校图书馆建筑及功

能布局呈现以下特征:
(１)馆舍建筑以多层为主,建筑面积与学校办学

规模呈正相关.高校图书馆结合自身办学定位,并

从节约成本、便利读者角度出发,其馆舍建筑以多层

为主;办学规模相对较小的艺术及体育类、分校区院

校馆舍面积不大;而师范类、综合类等院校招生规模

较大,相应其新建馆舍体量较大.
(２)物理馆藏存储空间逐渐压缩,新型读者服务

空间比重增多.物理馆藏存储空间中,期刊阅览室、
工具书阅览室等呈减少趋势,而密集书库数量逐年

增长.读者利用率较高的人文社科阅览室及中文科

技阅览室仍成为空间主体;外文图书阅览室和特藏

阅览室也因资源稀缺而成为必备.相比而言,用于

读者学习交流的学习共享空间比重有所增加,影视

音乐、新技术体验、餐点饮料、作品展览等娱乐休闲

类空间已 始出现,但尚未形成规模.
４．１　从高校图书馆职能发展看空间功能布局的变化

泛在知识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作为传统意义上

的信息枢纽,受到来自信息化及数字环境变革的严

峻挑战.读者更多依赖数字资源,加之高校的教学

及培养模式的创新,图书馆的保存职能、教育职能、
支撑科研等职能在数字环境下也有了新的解读.目

前,高校图书馆不再局限于为读者提供纸质文献资

源,更重要的是为教育和科研活动提供配套服务;相
应地,馆舍空间不再是单纯的馆藏储存地,还要为读

者的学习、科研和休闲活动提供服务场所[５].高校

图书馆的职能发展,导致了空间功能定位的变化,其
空间功能布局也随之发生改变.传统以纸本文献存

储为中心的布局已无法适应当前图书馆服务的需

求.因此,部分面向馆藏存储的空间逐渐压缩,而面

向读者服务的空间有所增加.
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保存职能有所拓展,

并呈现４种态势:①采用密集仓储方式保存纸本馆

藏资源;②纸本馆藏资源按空间服务功能分散存储

并逐渐弱化;③面向人文素质教育和稀缺性资源保

存的特藏建设逐渐完善;④数字资源的保存和管理

成为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的主体.相应地,高校图

书馆原有的以大量纸本文献存储为主体的布局模式

发生改变,将保留与学科发展相匹配及部分稀缺资

源的存储空间,压缩读者利用率较低资源的存储空

间.如期刊阅览室,由于电子资源具有便捷、高效等

纸质资源无法比拟的优势;加之电子期刊数据库平

台厂商在提供电子资源的同时,依托其海量的数据

资源为读者提供多维度的文献分析服务,在高校图

书馆的科研服务中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图书馆纷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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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结合学校的科研特色加大电子资源的馆藏建设力

度,对纸质期刊等印刷型文献的需求降低,其空间也

逐步压缩.
数字环境下高等教育教学模式和科研范式的改

革和创新使得读者在学习和科研过程中更多依靠团

队合作完成,高校图书馆的嵌入教学、支撑科研职能

也在不断拓展. 初,图书馆介入读者的学习和科

研基于传统业务,如咨询、参考以及与既定专业的定

期沟通.但对于目前以实践探究为主的新型教学模

式,高校图书馆很快意识到,参与到读者的学习和科

研过程,甚至为其提供培训和辅导,对于自身的发展

具有重要价值.为此,高校图书馆纷纷为读者的学

习和科研活动提供配套服务.相应地,其馆舍空间

须提供资源、场所以促进读者的科研协作和信息共享

活动,而学习共享空间的比重增加正顺应了该趋势.
学习共享空间通常以为多种学习形式提供场所为己

任,并有计算机、打印机、投影仪等设备供应,必要时

辅之以工作人员指导,支持读者的学习和科研活动.
高校图书馆作为学生的“第二课堂”,信息素养

和人文素养教育培训成为高校图书馆的核心教育职

能.阅读推广等活动成为当前高校图书馆人文素养

教育的重要方式,主要以系列活动的方式展 .包

括名家讲座、读者座谈会、读书交流会、晒书会、书签

设计大赛、书评会、作品展览等诸多形式和内容[６].
丰富多彩的活动的 展对于馆舍空间的建筑与设计

提出了新的需求,高校图书馆不仅要缩减物理馆藏

存储空间,更应考虑到学术报告、信息交流、声像视

听、展览以至读者休闲、售书餐饮等诸多方面的空间

需求.因此,规划设计并服务于学生作品、艺术品展

览以及读书会、报告会、技术交流与学术研讨等不同

需求的动态空间随之成为馆舍建设的新潮流.
４．２　从用户需求角度对高校图书馆空间功能布局

的思考

高校图书馆的职能发展导致其空间功能布局发

生变化,而读者需求的变化是推动空间功能布局改

变的根本所在.现代图书馆的空间功能布局以满足

读者需求,适应其学习、休闲行为和科研过程为设计

依据,向多元化发展.体现了图书馆布局理念由“以
资源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迁移.对比当前馆舍空

间功能布局现状,信息共享空间在布局与组织上与

读者需求的满足尚有差距,面向馆藏存储与读者服

务的空间布局,仍需依据读者需求进一步优化.具

体表现为:
(１)学习共享空间的功能区域组织尚无法满足

读者多样化的需求.学习共享空间作为读者学习交

流的场所,在功能上应满足读者多种学习形式(如群

体讨论、单独学习、课堂教学)的场所及设施需求.
以研讨室为例,目前样本数据中共１９所馆舍设置,
且各馆舍中研讨室的数量相差悬殊、类型单一.各

馆基本根据馆舍面积来确定研讨室的多少,并未依

据读者群体的专业比例、读者类型和数量进行科学

规划.如哪类读者需要单独学习室,哪类读者需要

研讨室,哪些活动需要图书馆员参与等.图书馆学

习共享空间的规划设计,应该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的

读者对于空间的不同需求,只有根据读者的需求进

行充分调研及科学规划,才能使其充分发挥作用[７].
(２)面向馆藏存储与读者服务的空间布局仍需

按读者需求动态优化.当前馆舍空间为读者提供一

个集学习、休闲、交流活动于一体的多元化服务场

所,馆内设置的学术报告厅、展览空间、研讨室以及

用于读者休闲的影视音乐厅、餐饮咖啡吧等易产生

声响的空间,与需要安静氛围的阅览服务空间理应

是相互分离的,即遵守“闹静分 ”的基本原则.对

闹静空间布局进行合理规划,是空间服务的大前提.
如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根据读者对不同空间类型

(如安静的学习空间、小组讨论空间等)的需求,将楼

层区划为无声楼层、安静楼层、创作楼层、多功能楼

层以及互动楼层５种不同类型,并用不同色系进行

标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舒适和谐的氛围[８].
图书馆馆员的业务空间布局需重新定位.目

前,图书馆的业务工作空间均设置于相对固定的区

域中,技术服务工作空间远离读者活动空间分布,而
面向读者服务的工作空间位置多配合馆藏所在位

置,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图书馆员与读者的空间

分隔,影响了馆员服务职能的发挥.针对数字环境

下读者的多元化需求,图书馆致力于为教育和科研

活动提供配套服务,馆员的角色也随之改变.图书

馆员不仅是信息服务的提供者,更是读者群体中的

一员,应采取主动服务方式,参与到读者的讨论和咨

询活动中,将图书馆的资源与读者的教学科研活动

有效衔接.而随着馆员的业务工作需求发生转变,
对业务空间也提出了新要求:即与读者服务联系紧

密的业务空间应嵌入到读者活动空间中,依据不同

的读者需求为其提供针对性服务.数字环境下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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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图书馆根据读者的不同需求,将形成“读者＋空

间”“读者＋资源”“读者＋馆员”“读者＋资源＋馆

员”等多中心空间服务模式.同时在空间功能规划

和定位中,既要保证馆员能够有效将图书馆的服务

融入读者的学习和科研过程,又要保证馆员合理的

私密空间.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读者的需求变化,高校

图书馆的管理者会逐渐认识到高校图书馆发挥多元

化服务职能的重要性.数字环境下的高校图书馆在

立足于资源和空间服务的同时,更加专注于读者的

用户体验和现实需求.集馆藏资源空间、学习共享

空间和休闲娱乐类空间于一体的“大型购物中心”
(ShoppingMall)模式将成为图书馆空间规划建设

的新趋势.同时,针对馆员服务方式的变革,在未来

馆舍的设计及建造中,除技术服务工作空间及保留

馆员私密空间外,面向读者服务的工作空间将会嵌

入到读者活动空间中,并呈现多中心分布格局,为读

者提供不同定位的服务,以实现高校图书馆的资源、
读者与馆员的有机结合.

５　结语

本文依据对馆舍进行九类空间的划分,对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年间北京、江苏、上海三地共６１所新建馆舍

进行功能布局统计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近年馆舍建

设的浪潮已有所缓和,且各馆均依据本馆的任务、性
质、规模设置楼层数.内部空间功能布局方面,图书

馆已逐渐认识到读者需求的变化是推动图书馆空间

功能改变的动力,馆舍空间功能的转型已成必然趋

势.除履行必要的保存职能外,部分利用率较低的

馆藏存储空间呈逐步缩减趋势,而各类用于读者学

习交流、休闲的服务空间已 始涌现,但其空间布局

仍有失科学.因此在图书馆未来的空间规划中,应
重点考虑信息共享空间的布局、读者服务空间与馆

藏存储空间的合理规划以及馆员工作空间的定位,
使图书馆在数字化环境下更好地成为服务读者的美

好场所.
诚如刘绍荣所述,对高校图书馆空间功能进行

科学布局,是服务方式和服务理念的拓展,也是从

“以书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具体表现.资源是

服务的支撑,技术是服务的工具,空间则是发挥服务

的场所[９].大学图书馆的空间功能并没有统一模

式,因此需要管理者进行周密规划、科学布局,使图

书馆的空间功能发挥 大化,以更好地为数字化环

境下的读者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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