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8

年
第4

期

国内外１５所高校图书馆
数字学术服务的内容及特点

□涂志芳∗　徐慧芳

　　摘要　对国内外１５所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服务进行调查研究,调查内容包括对数字学术

概念的理解、数字学术服务的名称与形式、数字学术服务具体内容及图书馆员在其中承担的职

责.调查发现,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的内容呈多元化特点,主要集中在物理空间服务、数字科研

工具服务、研究数据服务、学术交流与数字出版服务、数字人文服务、数字学术研讨与培训服务、
数字技术支持服务等方面,对图书馆员的专业知识、数字技能有较高要求.以上调查结果对我国

高校图书馆理解、探索、实践数字学术服务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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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数字学术(DigitalScholarship)概念起源于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末的英国,是将新技术、数据分析工具

等应用于学术研究的理念,在电子科学(eＧscience)、
网络基础设施(cyberinfrastructure)、电子学术(eＧ
scholarship)等概念的基础上发展演进而来[１].数

字学术的概念仍在不断发展,其所包含的内容也在

不断丰富,不同学术社群、专家学者、图书馆员等对

数字学术也有不同理解;同时,图书馆(本文主要指

大学图书馆)与数字学术具有相互成就、互动发展的

关系.
从教学研究视角看,数字学术是通过数字技术

实现的研究与教学,或利用它们以新的方式提出和

回答问题[２];从学术生命周期视角看,数字学术包括

数字证据和方法、数字创作、数字出版、数字监护与

保存以及学术的数字化利用与重用[３];从学术交流

模式视角看,数字学术包含使用数字媒体的学术交

流和研究,并尝试将数字媒体和社会化媒体作为可

信的、专业的和合法的研究与交流途径[４].从技术

视角看,数字学术是广泛使用一种或多种由数字媒

体技术的独特优势赋予教学与研究新的可能性的任

何学术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新的协作形式、新的出版

形式、新的可视化与数据分析方法等[５];从产品视角

看,数字学术通常包含原生的、多媒体的、基于数据

库技术的作品以及其他原生数字材料、数字文本和

图像、数字音乐或艺术、数据集等非正式出版物作

品[６].因此,数字学术既是一种数字技术、学术产品

概念,又是一种学术交流模式、教学研究范式,构成

数字化、网络化、新媒体时代的数字学术环境.
数字学术与图书馆具有相互作用、互动发展的

关系.一方面,图书馆是数字学术的孵化器[７],能够

为数字学术的理念推广、研究讨论与实践探索提供

良好的人才、空间、设施设备等条件,尤其在数据服

务、可视化技术及数字出版领域[８]有力地推动数字

学术的发展.国内外数所大学图书馆在相关领域的

实践已充分表明,图书馆支持数字学术的意愿和能

力正在不断增强,数字学术在图书馆这一有机体中

发展壮大.另一方面,数字学术是图书馆的新引擎,
数字技术的应用、学术交流新模型的构建、教学模式

与研究范式的转变、数字学术产品的丰富,驱动着图

书馆服务内容和服务模式的与时俱进,塑造着图书

馆空间、资源与服务的新形态.数字学术是图书馆

及图书馆员核心能力的拓展[９],数字学术为图书馆

的发展创新与转型变革赋能.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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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调研对象说明

文章以现有文献[１０－１２]对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

的调查揭示为线索,对国内外若干所学术图书馆进

行探索性预调研,最终选取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

等地域范围的１５所图书馆为对象,主要通过访问图

书馆网站、调研与数字学术相关的文献与网络资料,
对其数字学术实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调查时

间为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８日至７月３０日,调查内容为各

图书馆的数字学术理念、空间、工具、资源、服务、人
员、技术等.

这１５所图书馆分别为: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美国的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布朗大学图书馆、里士满

大学图书馆、俄勒冈大学图书馆、加州大学圣克鲁兹

分校图书馆、纽约大学图书馆、拉法耶特学院图书

馆、凯斯西储大学图书馆、埃默里大学图书馆、佐治

亚州立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伊利诺伊

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图书馆、圣母大学图书馆,加
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

３　数字学术的内容与形式

３．１　对“数字学术”的理解

事实上的数字学术行为在学术界存在已久,但
“数字学术”概念在近年才逐渐被明确并进入公共视

野,仍处于动态发展之中.部分图书馆在探索实践

数字学术时,也向用户传递着自己所理解的数字学

术,以增强用户对数字学术服务的理解、接受和

使用.
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表明,会利用数字证

据、工具、方法及程序去协助教研人员和研究生进行

学术研究,并通过提供空间、工具、平台、培训及咨询

等服务 嵌 入 学 术 研 究 周 期,支 持 和 推 广 数 字 学

术[１３].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认为数字学术产品大多

是以多媒体为载体的非正式出版物,这种载体的学

术资料代表着从传统图书馆的收集、保存向演示、传
播的转变,也是数字技术在学术方面的自然演化与

应用[１４];该校图书馆提供数字学术服务的目的在于

提高人们对于校园中正在进行的数字学术的认识,
并为师生提供数字学术周期内任何环节所需的帮

助.凯斯西储大学的开尔文 ×史密斯(KelvinSmith)
图书馆指出,数字学术通过应用新技术(如 GIS数

据、可视化和大数据等),拓展传统研究方法,以推动

教育和研究进程,适用于所有学科且通常需要跨学

科和全球合作[１５].

３．２　“数字学术服务”的近似名称

根据调研可知,不同图书馆以不同的名称与形

式呈现其数字学术服务(详见表１),既体现了物理

空间、数字资源、数字知识服务、数字学术/人文项目

等单个元素,又是对物理空间、数字资源、数字知识

服务、数字学术/人文项目、数字科研活动等系列内

容的统称与整合.
表１　“数字学术服务”的近似名称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代表性图书馆

数字学术 DigitalScholarship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

数字学术服务
DigitalScholarship

Services

俄勒冈大学图书馆

纽约大学图书馆

拉法耶特学院图书馆

数字学术 研 究

服务

DigitalScholarship

ResearchServices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数字学术空间
DigitalScholarship

Commons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图

书馆

数 字 学 术 实

验室

DigitalScholarship

LAB
里士满大学图书馆

数字学术中心
CenterforDigital

Scholarship

布朗大学图书馆

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

凯斯西储大学图书馆

埃默里大学图书馆

圣母大学图书馆

数字研究 与 学

术中心

CenterforDigitalReＧ

searchandScholarship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学术共享空间 ScholarlyCommons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

槟分校图书馆

协同研究 与 可

视化环境

Collaborative

University Research

& VisualizationEnviＧ

ronment　

佐治亚州立大学图书馆

４　数字学术服务内容

４．１　物理空间

根据调研可知,一方面,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服务

包含物理空间的成分,如数字学术空间、数字学术实

验室、数字学术中心等称谓本身便表征了空间;另一

方面,数字学术服务大多设有空间服务,如香港中文

大学图书馆的视觉室、研讨室[１６],纽约大学图书馆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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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共享空间(ResearchCommons),俄勒冈大学

图书馆的可视化实验室(VisualizationLab)、数字实

验 室 (Digital Lab)、学 术 设 计/创 新 实 验 室

(AcademicDesign/InnovationLab)等[１７].作为物

理空间的数字学术空间的分布较为灵活,如爱荷华

大学、俄勒冈大学、拉法耶特学院、凯斯西储大学等

的数字学术空间集中分布在图书馆的一楼[１８],以方

便用户发现和使用;而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印
第安纳波利斯大学等的数字学术空间分散分布在图

书馆各个可能的位置[１９].数字学术空间不仅代表

着图书馆以自我发展和用户服务为导向的空间格局

变化,本质上也反映出图书馆服务理念与服务模式

的转变.

４．２　数字科研工具

数字时代的科学研究有赖于软硬件工具的辅

助,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也在最大能力范围内保障

研究人员对软硬件设施设备的需求.
在硬件方面,图书馆主要提供适用于不同系统

的计算机及移动设备、打印与扫描设备、高分辨率显

示屏、交互墙等,满足交互呈现与高清显示的可视化

需求.例如,俄勒冈大学图书馆的可视化实验室配

备有５０００万像素的屏幕[２０],布朗大学洛克菲勒图

书馆的数字学术实验室配备了７x１６英尺的高分辨

率显示墙[２１],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图书

馆的学术共享空间配备有双显示器电脑、平板扫描

仪、胶片、麦克风等设备[２２].
在软件方面,图书馆提供多种功能各异的软件

安装及培训服务,覆盖数字科研的各个环节,主要包

括办公软件、多媒体播放与编辑制作软件、图形图像

处理软件、空间分析与地图制作软件、数据分析与可

视化软件、文献管理软件等.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图

书馆提供适用于不同电脑和移动设备的多种专业工

具,包括办公软件 MSOffice、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GRASSGIS、电脑辅助设计绘图软件 AutoCAD、统
计分析软件IBMSPSS、统计计算及图像软件 R、影
像化及分析医学数据软件 TreeAgeProHealthcare
等[２３];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图书馆装有

３０余款专业软件供读者使用,包括 Adobe系列软件

(如 Dreamweaver、 Illustrator、 InDesign、

Photoshop、Premiere)、质性数据分析软件 ATLAS．
ti、个人知识管理软件EverNote、文献管理软件ZotＧ
ero、音频编辑软件 Audacity、浏览器InternetExＧ

plorer/GoogleChrome/MozillaFirefox等[２４].

４．３　研究数据服务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Associationof
College& ResearchLibraries)发布的«２０１６年学术

图书馆发展趋势»指出研究数据服务、数据政策与数

据管理计划、研究数据服务馆员的专业发展等趋势

较为明显,认为研究数据服务正在成为学术图书馆

的一大发展趋势和又一关键服务领域[２５].在所调

查的１５所图书馆中,有９所已经提供了研究数据服

务,其中部分图书馆将研究数据服务整合到数字学

术服务体系之中,如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布朗大学图

书馆、俄勒冈大学图书馆等;另外也有图书馆分别进

行研究数据服务和数字学术服务,如里士满大学图

书馆[２６]和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２７].
上述将研究数据服务纳入数字学术服务体系的

９所图书馆分别为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华盛顿大

学图书馆、布朗大学图书馆、俄勒冈大学图书馆、纽
约大学图书馆、佐治亚州立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

学图书馆、圣母大学图书馆、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香槟分校图书馆.图书馆的研究数据服务基本覆盖

了数据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主要包括:
(１)数据管理计划咨询服务.
数据管理计划(DataManagementPlan,DMP)

是描述研究过程中和研究完成后如何处理数据的正

式文件[２８],是研究者遵从相关要求而制定的关于如

何有效管理和共享自己的科学数据的简要计划与行

动方案.越来越多的研究资助机构要求项目申请者

提交数据管理计划,图书馆也适时推出与数据管理

计划相关的咨询与支持服务,服务形式包括当面/网

络咨询、辅助起草数据管理计划等.例如,华盛顿大

学图书馆提供数据管理计划的参考咨询服务[２９],用
户在填写姓名、邮箱、身份等个人信息后,将与数据

管理计划相关的问题发送至数据服务工作团队,可
在２个工作日之内获得回复[３０];布朗大学图书馆的

馆员能够协助用户撰写数据管理与共享计划[３１];俄
勒冈大学图书馆为用户提供数据管理计划提纲[３２]

(包括如何进行数据描述、元数据及工具选择、数据

组织/存储/保护、数据共享、数据长期保存等内容)
和数据管理计划最佳实践/指南[３３](如数据文件格

式最佳实践,图书馆为视频数据、地理空间数据、图
片数据、文本数据等分别推荐最常用的标准格式).

(２)元数据服务.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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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是对数据内容与形式的描述,元数据标

准方案在描述的过程中起到规范数据的作用.图书

馆提供的元数据服务主要包括创建元数据方案、元
数据标准应用及维护、元数据咨询、元数据技术支持

等.例如,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提供数据建模、元数据

方案、数据字典和/或本体、元数据著录规则、元数据

标准、元数据工作流、元数据技术等方面的元数据咨

询服务[３４],帮助用户解决数字化资源描述、查找、使
用等方面的问题;圣母大学图书馆提供元数据咨询、
资源数字化与元数据服务[３５];布朗大学图书馆提供

元数据标准与维护的专业支持及数据长期保存方面

的元数据咨询服务[３６].
(３)数据仓储与保存服务.
数据存储与保存是数据管理最基本的环节之

一,尤其是数字学术环境下数字资料的保存伴随其

创建而存在并贯穿数字资料生命周期的始终.在国

际组织、研究资助机构、教育科研机构的数据政策纷

纷出台的背景下,图书馆的数据存储与保存服务既

是各类数字保存政策的要求,也是对用户实际需求

的回应.例如,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根据“研究工作档

案数字保存政策”[３７]提供数据保存服务;布朗大学

图书馆通过布朗数字仓储(BrownDigitalRepositoＧ
ry)[３８],提供数据出版物的存储、异地备份、永久保

存、格式迁移等服务;俄勒冈大学图书馆提供研究数

据备份与存储服务[３９],并通过其机构知识库“学者

库”(ScholarsBank)对研究数据进行存档和长期

保存[４０].
(４)数据出版服务.
数据出版是数据共享的一种方式,两者的区别

在于数据出版以出版的标准对开放数据进行规范处

理、质量控制和版权保护,是在数据管理与数据共享

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形式、提升质量并明确知识产

权的传播性活动.数据出版主要有“独立的数据出

版”“作为论文辅助资料的数据出版”“数据论文出

版”等三种模式[４１],图书馆提供的数据出版服务主

要为“独立数据出版”模式和“作为论文辅助资料的

数据出版”模式,前者即将数据存储到机构知识库或

数据知识库中加以管理、维护和共享,后者则将数据

作为论文的附件、附录存储到期刊指定的数据知识

库,并建立论文和数据的关联.例如,上述提及的俄

勒冈大学图书馆的学者库同时也具备数据出版功

能,用户将数据(集)存储在学者库,学者库为数据提

供元数据描述并通过 DataCite为数据注册 DOI以

便数据能够像论文一样被引用[４２];布朗大学图书馆

的布朗数字仓储重点收集期刊论文、专著、学位论文

等出版物内含的图表、图片等形式的数据集,并将其

以辅助数据(supplementarydata/underlyingdata)
的形式进行描述、存储和出版[４３].

(５)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服务.
在数字学术环境下,数据分析与可视化越来越

成为常见且有效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数据分析及

其可视化对软件工具、可视化设备及研究人员的技

能均有较高要求.图书馆在考虑这些要求的基础

上,提供多种多样的数据分析软件及与研讨培训、专
门的可视化空间、高分辨率的可视化设备并设置相

适应的专门岗位及人员.被调查的１５所图书馆中,
有９所明确表示提供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服务,其中

为用户安装并提供使用的数据分析与可视化软件工

具主要包括 R、Python、Stata、SPSS、SAS、Tableau、

Matlab等,可视化设备主要包括像素极高的数码显

示屏、交互墙.例如,布朗大学图书馆的数据分析与

可视化服务分为三部分,一是提供大规模、高分辨率

显示器(７×１６英尺,２４００万像素),二是数据可视化

工具、方法及其咨询与培训服务,三是利用地理信息

系统(GIS)进行空间分析与地图制作的研讨、培训

及推广[４４];凯斯西储大学提供激光笔、投影机、显示

屏等数字化设备的外借服务[４５];佐治亚州立大学图

书馆提供交互墙(约２５００万像素)、协同空间站、３D
建模工作站等的预约使用[４６].

根据以上调研可知,图书馆提供的研究数据服

务相当丰富和多元化,从硬件、软件、空间到资源,数
据服务链较为健全.但就目前而言,图书馆研究数

据服务以管理/咨询型服务为主,以技术型服务为

辅,未来在加强技术力量培养和提高利用技术解决

问题的能力方面还有较大的空间.

４．４　学术交流与数字出版服务

图书馆是学术交流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数字学术环境下的图书馆,在承担学术交流角色

的基础上,还具备了数字出版的功能.图书馆的出

版服务以开放存取为理念,主要进行学术性出版物

的出版(包括数据、图片、代码等非正式出版物)[４７].
根据图书馆联盟(LibraryPublishingCoalition)发

布的«图书馆出版名录(２０１７)»[４８]对１１８所图书馆

出版服务概况的呈现及分类统计可知,出版服务已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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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图书馆服务的重要内容.本文所调研图书馆

的数字学术服务体系内的学术交流与数字出版服务

主要包括出版咨询、数据出版、期刊在线,以间接的

出版咨询与支持服务为主,直接的编辑出版服务较

少.例如,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的学术出版服务主要

为咨询服务,包括“绿色 OA”和“金色 OA”咨询、开
放存取期刊发表及其费用咨询、开放存取期刊信誉

咨询、公共资助的研究成果出版咨询、开放获取与公

共获取咨询、版权咨询,校内/图书馆开放存取期刊

出版资助咨询、开放教育资源咨询等[４９];纽约大学

图书馆提供期刊出版咨询、版权咨询,并提供版权研

究指南,供读者参考和使用;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

将学术交流与出版服务称为“知识流动”(knowledge
mobilization)[５０],主要提供期刊出版政策咨询、软件

选择、用户培训等服务[５１].

４．５　数字人文服务

数字人文是数字学术范畴内的重点内容,图书

馆提供数字学术服务的同时将数字人文服务作为一

项专门的服务重点推出.调研发现,图书馆不仅支

持数字人文项目、提供数字人文服务,甚至还设立了

数字人文指导委员会,并招募数字人文博士后研究

员(如拉法耶特学院图书馆),多角度服务于数字人

文的研究与实践.例如,布朗大学图书馆提供的数

字人文服务包括数字人文方法咨询、数字人文技术

实施推动、数字人文项目管理帮助、数字人文项目申

请写作支持[５２]等;里士满大学图书馆以数字人文项

目的形式运营其数字学术实验室,现有数字人文项

目如“美国全景”(美国二十一世纪历史图集)、“美国

历史地理图集”(以动画地图的形式呈现随时间变化

的地图数据)、“美国大选”(美国总统选举的政治演

变)等[５３];拉法耶特学院图书馆以数字人文项目形

式提供数字学术服务,如“丝路仪器数据库”[５４]、“日
本皇 室 明 信 片 专 题”[５５]、“太 平 洋 战 争 明 信 片 专

辑”[５６]等.

４．６　数字学术研讨与培训服务

如前所述,数字学术对研究人员利用数字工具、
方法有较高的知识或技能要求,为此图书馆也相应

推出了关于数字学术的工具、方法、内容等的研讨或

培训服务.在工具方面,以图书馆提供的软硬件工

具的培训、推广为主;在方法方面,主要以数据管理、
学术出版、项目申请、项目管理方法的咨询为主;在
内容方面,以数字学术、数字技术等的发展趋势的研

讨为主.例如,纽约大学图书馆提供数字学术各个

方面的研讨与培训,并在图书馆课程日历上予以发

布;布朗大学图书馆举办关于数字学术方法与工具、
数字仓储、学术文本编码、数字学术编辑、特定学科

领域数 字 技 术 等 的 研 讨 会、短 期 课 程 及 专 题 研

讨[５７];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支持用户的培训请

求,并在综合考虑馆员专业技能、所需费用、空间容

纳度、时间契合度等因素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响应用

户请求及开展对应的研讨培训活动[５８].

４．７　数字技术支持服务

数字学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图书馆在提供数

字学术服务时也考虑到为用户提供技术支持.根据

调研结果,整体而言,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服务以咨询

型服务居多,技术支持与解决方案较少,但也有部分

图书馆的技术团队力量比较强大,能够提供多样化

的技术支持服务.例如,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的

数字学术团队拥有具有数学学科背景且擅长编程的

程序员,能够为用户提供数据库、数字化、软件开发、
网站请求等方面的技术支持[５９];哥伦比亚大学图书

馆的数字研究与学术中心团队拥有 App开发工程

师、网页设计师等成员,能够提供学术交流、数字出

版、在线学术协作等方面的技术支持[６０].
图书馆提供的数字学术服务的内容十分丰富,

除以上物理空间、数字工具、研究数据、学术交流与

数字出版、数字人文、数字学术研讨与培训等服务

外,还提供视音频/图片/文档数字化、视音频编辑、
学术社区教育(如凯斯西储大学图书馆)、在线展览

(如埃默里大学图书馆)等服务.另外需说明的是,
以上各项服务并不是完全互斥的关系,不同服务类

别并无明确界限,因此不同服务项目之间也可能存

在交叉的内容.

５　数字学术服务中的馆员角色

在提供多样化服务的过程中,图书馆员也扮演

了多样化的角色、承担多样化的职责.整体而言,图
书馆员的角色是依据学科背景、专业兴趣及具体负

责的工作内容/学科而定的,叫法颇为多元化,如学

术交流馆员、数据分析馆员、数字化服务馆员、物理/
天文与数学学科馆员、元数据/编目馆员、在线出版

设计师、开发工程师等;不同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服务

团队的规模也不同,少则５－６人,多则４０余人,如
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有６人、圣母大学图书馆有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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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人、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有２５人、埃默里大学图书

馆约有４０人.
从各图书馆馆员的工作内容及对数字学术团队

成员的介绍来看,数字学术服务不仅要求图书馆员

具有图书馆业务知识和技能,还要求具有多学科背

景或多种数字技能.如麦克马斯特大学图书馆在介

绍数字学术中心团队时这样描述其成员:“行政主

管:具有德国文学专业背景,从事IT管理工作和数

字学术研究”、“数字学术馆员:擅长复杂而创新的系

统管理和项目管理,对数字学术的创客元素感兴

趣”、“博士后研究员:英国戏剧、人文学、物质本质性

研究方向”[６１];埃默里大学图书馆数字学术中心团

队的成员包括馆员和在校研究生,其中多位成员具

有博士学位,其他成员的学科背景、擅长领域也非常

多元化[６２].
因此,数字学术环境要求图书馆员不断学习新

知识、新技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数字学术

服务能力也是图书馆员能力应有的拓展.

６　对比、启示与结语

根据对１５所国内外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服

务的调查结果,结合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of
ResearchLibraries)于２０１６年５月发布的专题调查

报告«SPECKit３５０:支持数字学术»[６３]可知,数字

学术服务在国外高校图书馆(尤其是北美高校图书

馆)中已经较为普遍;当然,国内部分高校图书馆也

已经围绕空间、资源、服务等要素展开了适应数字化

教学科研环境的实践探索.在物理空间方面,“协同

学习空间”和“个人/小团体研修空间”在我国高校图

书馆已经较为常见,如清华大学图书馆[６４]的信息共

享空间、南京大学图书馆的研究小间[６５]、中国人民

大学图书馆的研修室[６６]等;在数字科研工具方面,
大部分高校图书馆都已经提供公共计算机并安装常

用的学习、研究软件;在研究数据服务方面,部分图

书馆也开始了数据平台建设和数据管理服务的探

索,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建设的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

据平台[６７].在数字学术研讨与培训方面,大部分图

书馆逐渐将数据库、软件工具的使用培训纳入信息

素养教育体系之中,并形成可持续的培训机制,如北

京大学图书馆的“一小时讲座”每学期循环开设[６８]、
四川大学图书馆为读者开通“讲座预约系统”[６９].

对比发现,国外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服务有

以下特点,对我国高校图书馆进一步改善数字学术

服务具有借鉴意义.首先,国外数字学术服务具有

从概念和实际工作上对分散的空间、资源、服务进行

整合的功能,使得数字学术所需的空间、资源、工具、
技术具有系统化特征,为用户进行数字学术活动提

供“一站式”服务;整体而言,数字学术服务的各项内

容在我国高校图书馆中都有所体现,但分布较为分

散,大部分图书馆只提供有限的一项或几项服务,可
能与用户系列化的需求存在一定的不匹配之处,“一
条龙”、“一站式”服务能更好地提高用户体验和研究

效率.其次,国外数字学术空间主要面向用户的科

研需求,提供嵌入科研过程的可视化、交互、研讨、视
听服务,而我国高校图书馆的空间服务及变化的主

要动力在于馆藏调整、馆舍改造的需要和为用户提

供协作、共享、创新环境的需要,对科研活动过程直

接起到的支持作用比较有限.第三,我国仅有部分

高校图书馆开展了研究数据服务且处于探索、起步

阶段,数据政策、标准的完善程度和数据基础设施的

完备程度跟国外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缺乏具

有国家和国际影响力的通用数据存储库,各个图书

馆仅靠自身力量提供具有广度和深度的数据生命周

期服务十分困难,因此借鉴国外图书馆界在数据存

储库建设、数据管理合作、数据服务专业度方面的实

践经验具有现实意义.第四,“数字学术服务”体系

下的研讨培训服务,国外以科研工具培训、学术趋势

研讨等为内容,主要面向研究人员嵌入科研过程;而
国内高校图书馆以数据库、软件工具的培训以及资

源的宣传推广、信息素养的提升为内容,主要面向在

校学生,支持学生的学习活动,两者的目标群体和服

务层次有所不同.
图书馆开展数字学术服务,不仅是图书馆适应

不断发展的数字学术环境的外在动力,也是图书馆

提高用户服务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在要求.
借鉴国外高校图书馆开展数字学术的普遍做法,我
国高校图书馆也需要思考在数字学术环境下如何更

好地整合现有资源,提供满足用户教学、研究需求的

服务.从空间出发,以信息共享空间/学习共享空

间/创客空间等为基础,对计算机软硬件设备进行合

理的维护与升级,逐渐整合知识咨询、数字存储、学
术出版、学术传播等研究支持服务,积极参与或举办

与数字学术相关的学术活动(如北京大学图书馆

２０１６年[７０]、２０１７年[７１]、２０１８年[７２]连续举办了“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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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论坛”),探索构建数字学术服务体系的可能路

径,以切实提升对研究过程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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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０]．http://library．brown．edu/cds/activities/．
２２　LibraryofIllinois．Scholarlycommons[EB/OL]．[２０１７－０７－

２１]．http://www．library．illinois．edu/sc/about_us/hardware/．

２３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数码学术研究服务 － 工具[EB/OL]．
[２０１７－０７－２０]．http://www．lib．cuhk．edu．hk/sc/research/digＧ
italＧscholarship/tools．

２４　LibraryofIllinois．ScholarlycommonsＧSoftware[EB/OL]．[２０１７
－０７－２１]．http://www．library．illinois．edu/sc/about_us/softＧ
ware/．

２５　２０１６toptrendsinacademiclibraries:Areviewofthetrendsand
issuesaffectingacademiclibrariesinhighereducation[EB/OL]．
[２０１７－０８－０１]．http://crln．acrl．org/index．php/crlnews/
article/view/９５０５/１０７９８．

２６　UniversityofRichmondLibrary．Scholarlycommunications:data
management[EB/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２]．http://libguides．richＧ
mond．edu/c．php? g＝４２２８９&p＝３５３３２３８．

２７　McMasterUniversityLibrary．ResearchdatamanagementMcＧ
Master[EB/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３]．http://library．mcmaster．
ca/rdm．

２８　Datamanagementgeneralguidance[EB/OL]．[２０１７－０８－１２]．
https://dmptool．org/dm_guidance．

２９　UniversityofWashingtonLibraries．DigitalscholarshipＧresearch
dataservice[EB/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１]．http://www．lib．washＧ
ington．edu/digitalscholarship/services/data．

３０　UniversityofWashingtonLibraries．Consultationandreference
services[EB/OL]．[２０１７ － ０７ － ２０]．http://www．lib．
washington．edu/static/public/dataservices/contact．html．

３１　同２１．
３１　UniversityofOregonLibraries．Creatingadata management

plan[EB/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０]．https://library．uoregon．edu/
datamanagement/dmp．

３３　 UniversityofOregonLibraries．Data managementplanbest
practices/guidelines[EB/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０]．https://library．
uoregon．edu/datamanagement/guidelines．

３４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Digital scholarshipＧ
metadataservices[EB/OL]．[２０１７－０７－１９]．http://www．lib．
washington．edu/digitalscholarship/services/metadataＧservices．

３５　UniversityofNotreDame．Centerfordigitalscholarship[EB/
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１]．http://library．nd．edu/cds/．

３６　同２１．
３７　UniversityofWashingtonLibraries．ResearchworksarchivedigＧ

italpreservationpolicy[EB/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５]http://
digital．lib．washington．edu/policyＧpreservation．html．

３８　BrownUniversityLibrary．Browndigitalrepository[EB/OL]．
[２０１７－０７－２６]．https://repository．library．brown．edu/studio/．

３９　 UniversityofOregon Libraries．Researchdata managementＧ
backupandstorage[EB/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７]．http://library．
uoregon．edu/datamanagement/backup．

４０　UniversityofOregonLibraries．ResearchdatamanagementＧarＧ
chiving & preservation[EB/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７]．http://
library．uoregon．edu/datamanagement/scholarsbank．

４１　张小强,李欣．数据出版理论与实践关键问题[J]．中国科技期刊

研究,２０１５,２６(８):８１３－８２１．
４２　UniversityofOregonLibraries．ResearchdatamanagementＧshaＧ

ring(publishing)yourresearchdata[EB/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８]．
http://library．uoregon．edu/datamanagement/publishdata．

４３　BrownDigitalRepository．Dataforpublications[EB/OL]．[２０１７
－０７－２７]．https://repository．library．brown．edu/studio/collecＧ
tions/id_６７１/．

４４　同２１．
４５　CaseWesternReserveUniversityKelvinSmithLibrary．Multi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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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digitization[EB/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１]．http://library．
case．edu/ksl/freedmancenter/multimedia/．

４６　GeorgiaStateUniversityLibrary．CURVE[EB/OL]．[２０１７－０７
－２１]．http://research．library．gsu．edu/curve．

４７　刘兹恒,涂志芳．学术图书馆参与数字出版的动因与条件分析

[J]．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６,(３):３２－３７,１１３．
４８　LibraryPublishingCoalition．Librarypublishingdirectory２０１７

[EB/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８]．https://www．librarypublishing．
org/sites/librarypublishing．org/files/２０１７％２０Directory．pdf．

４９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Digital scholarshipＧ
scholarlypublishing[EB/OL]．[２０１７－０７－１９]．http://www．
lib．washington．edu/digitalscholarship/services/scholarlyＧcomＧ
munication．

５０　McMasterUniversityLibrary．ShermancenterfordigitalscholＧ
arshipＧwhatwedo[EB/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０]．http://scds．ca/
whatＧweＧdo/．

５１ 　 McMaster University Library．Sherman centre:journal
publishing[EB/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０]．http://scds．ca/wpＧ
content/uploads/２０１２/０４/JournalＧPublishing．pdf．

５２　同２１．
５３　UniversityofRichmond．DigitalscholarshipLABＧprojects[EB/

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０]．http://dsl．richmond．edu/projects/．
５４　LafayetteCollegeLibrary．Silkroadinstrumentdatabase[EB/

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０]．http://digital．lafayette．edu/collections/
srid．

５５　LafayetteCollegeLibrary．JapaneseimperialhousepostcardalＧ
bum[EB/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０]．http://digital．lafayette．edu/
collections/eastasia/paＧkoshitsu/browse．

５６　LafayetteCollegeLibrary．Digitalscholarshipprojects[EB/OL]．
[２０１７ － ０７ － ２０]．http://digital．lafayette．edu/collections/
eastasia/pacwarＧpostcards/browse．

５７　同２１．
５８　McMasterUniversityLibrary．Shermancenter:trainingrequest

[EB/OL]．[２０１７－ ０７－ ２０]．http://scds．ca/wpＧcontent/
uploads/２０１２/０４/TrainingＧRequest．pdf．

５９　同５０．
６０　Columbiauniversitylibrariescenterfordigitalresearchand

scholarship[EB/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１]．http://cdrs．columbia．
edu/cdrsmain/．

６１　McMasterUniversityLibrary．ShermancenterfordigitalscholＧ
arshipＧourteam[EB/OL]．[２０１７－０７－２０]．http://scds．ca/
team/．

６２　EmoryLibraries &InformationTechnology．Emorycenterfor
digitalscholarship[EB/OL]．[２０１７－０８－１５]．http://digitalＧ
scholarship．emory．edu/about/people/index．html．

６３　AssociationofResearchLibraries．SPECkit３５０:supporting
digitalscholarship [EB/OL]．[２０１７ － ０８ － １５]．http://

publications． arl． org/SupportingＧDigitalＧScholarshipＧSPECＧ
KitＧ３５０/．

６４　清华大学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EB/OL]．[２０１７－０９－０５]．htＧ
tp://lib．tsinghua．edu．cn/service/ic．html．

６５　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小间预约[EB/OL]．[２０１７－０９－０５]．htＧ
tp://lib．nju．edu．cn/html/article．htm?id＝７４&fid＝２４

６６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研修室预约[EB/OL]．[２０１７－０９－０５]．
http://www．lib．ruc．edu．cn/webs/show/notice/６７/３９．html．

６７　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EB/OL]．[２０１７－０９－０５]．http://
opendata．pku．edu．cn/．

６８　北京 大 学 图 书 馆．一 小 时 讲 座 [EB/OL]．[２０１７－０９－０５]．
http://www．lib．pku．edu．cn/portal/cn/fw/yixiaoshijiangzuo/
ziyuanchazhao．

６９　四川大学图书馆．讲座预约系统[EB/OL]．[２０１７－０９－０５]．htＧ
tp://lib．scu．edu．cn/booking/．

７０　北京大学图书馆．首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跨界与融合:全
球视野下的数字人文[EB/OL]．[２０１７－０８－１５]．http://www．
lib．pku．edu．cn/portal/cn/news/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９．

７１　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二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互动与共生:
数字人文与史学研究[EB/OL]．[２０１７－０８－１５]．http://www．
lib．pku．edu．cn/portal/cn/news/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８６．

７２　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三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在图书馆成

功举办[EB/OL]．[２０１８－０６－２９]．http://www．lib．pku．edu．
cn/portal/cn/news/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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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UniversityLibrarysDigitalScholarshipServices
—CaseStudiesof１５UniversityLibrariesatHomeandAbroad

TuZhifang　XuHuifang

Abstract:Thispaperinvestigatesthedigitalscholarshipservicesof１５universitylibrariesathomeand
abroad,includingthedifferentdefinitionofdigitalscholarship,thenamesandformsofthedigitalscholarＧ
shipservices,thespecificcontentsofthedigitalscholarshipservicesandthelibrariansresponsibilities．The
surveyfindsthatthecontentsoflibrarydigitalscholarshipservicesarediversified,mainlyfocusedonphysＧ
icalspaceservices,digitalresearchtoolsservices,researchdataservices,scholarlycommunicationanddigＧ
italpublishingservices,digitalhumanitiesservices,digitalscholarshipdiscussingandtrainingservices,
digitaltechnologysupportingservices,andsoon．Andalso,theseservicesdemandthatthelibrarianshave
sufficientspecializedknowledgeanddigitalskills．ThesurveyresultshaveacertainreferencevalueforChiＧ
neseuniversitylibrariestounderstand,exploreandpracticedigitalscholarship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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