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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科特点与用户信息行为分析的
学科服务探索与实践

———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３．０版学科服务为例

□于静∗　刘迎春　李书宁　郝永艳

　　摘要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在３．０版学科服务实践过程中,针对教育学科、理科与文史学科

制定不同的学科服务策略,如面向教育学科开展的“宣传和促进教师学术影响力”服务、面向理科

学科开展的“嵌入«合成实验»课程”服务以及文史学科开展的“专题资源整理与推送”服务等.对

学科特点与用户信息行为的深度分析与学科服务实践案例介绍,可为其他高校图书馆的学科服

务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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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服务是我国高校图书馆深化服务的有效方

式和重点工作之一.不同高校性质不同、学科设置

与特点不同、学生类型与层次不同,都影响着学科服

务的模式和方法.学科服务无定式的思路,越来越

得到业界的认可.学科服务工作的深入和拓展,都
需要不断尝试和探索,了解学科特点,了解用户需

求,围绕学科特性将需求转化成具体服务,是一个不

断磨合、对接、检验和再深入的过程.北京师范大学

图书馆３．０版学科服务,通过深入细致分析不同学

科特点以及学科用户的需求与信息行为特点,挖掘

用户的潜在需求,针对不同学科采取了不同的学科

服务策略.

１　北京师范大学３．０版学科服务概述

１．１　学科服务进程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是国内较早开展学科服务

的高校图书馆之一,先后经历了三种学科服务模式,
每种模式下的学科服务内容、组织方式、服务成效均

有所不同.因此,本文采用学科服务１．０、２．０、３．０
的表述来区别不同时期的学科服务工作.２００３年

底,图书馆开始学科服务１．０的探索与实践,这一时

期,学科服务的重点是与院系建立联系,以满足用户

的学科资源需求为主要服务内容.随着电子资源建

设的蓬勃发展,用户在对电子资源的使用方法与技

巧方面急待提高.因此,２００６年开始的２．０版学科

服务重点是提升用户信息素养能力.２０１３年,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用户信息环境和用户信息行为均

发生变化,图书馆又开始了学科服务３．０的探索与

实践.这一时期,学科服务的重点转向围绕学科发

展,深化和拓展对教学、科研、管理与决策的支持

服务.

１．２　校情与馆情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是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

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学校系统提出

了“创建世界一流、坚持中国特色、弘扬京师风范”三
位一体的战略选择,向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

目标迈进[１].在学校发展目标的指导下,图书馆在

资源保障上也以教育学科文献为重点和特色,文、理
基础学科文献资源兼收并蓄,学科特色资源丰富.
此外,图书馆拥有２个学科分馆和８个学科资料室

作为开展学科服务的前沿阵地.近年来,图书馆陆

续引进具有学科专业背景的馆员,目前馆内具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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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历的馆员占馆员总人数的８３％,为学科服务

工作储备了教育学、文理学科以及图书情报等专业

的学科馆员.在这些背景下,图书馆确立了“围绕重

点学科,保障重点用户个性化服务需求”的学科服务

目标,并通过领导率队与重点院系沟通、座谈、合作

共建等方式开启了３．０版学科服务的新征程.

１．３　组建３．０版学科服务团队

图书馆首先确定了重点服务的学科,包括教育

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数学、物理、化
学.这些学科或院系有的是学校一级学科或国家重

点学科,有的是国家教育改革试点学院,有的是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有
的是国家文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

基地.

２０１３年６月起,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先后组建

了教育学学科服务团队,面向教育学部和心理学院

服务;组建理科学科服务团队,面向数学、物理、化学

三个院系服务;组建文史学科服务团队,面向文学和

历史学院提供服务.学科服务的重点是为院系的博

士生、教师、科研管理人员以及学科带头人等提供主

动性和个性化服务.各团队由３－５名具备学科背

景的图书馆各部门工作人员兼职组成,并与本职工

作相结合共同推进学科服务工作.

２　教育学学科服务实践

２．１　教育学学科发展与用户需求特点分析

教育学具有综合性、理论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其
教学和科研对学科资源需求广泛,不仅需要理论研

究类资源[２],也需要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
心理学、卫生学等方面的交叉学科资源.近年来,教
育学科对案例型、数据型、工具型资源需求强烈.此

外,教育学科的实践性特点,使其在教学和科研过程

中产生大量的数据和新资源.对图书馆来说,其有

合作共建教育学科特色资源的需求和基础.再次,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一直将“国际化”作为学院的

发展重点,在这种背景下,教育学部在人才培养、科
研提升、学科发展等方面对学科服务有旺盛的需求.

２．２　教育学学科服务策略

基于上述学科特点与需求特点,教育学学科服

务团队制定了以下服务策略:
(１)面向研究生,开展嵌入专业课程的学科信息

素养教育服务,特别是专业文献管理与分析工具应

用方面的培训,辅助院系专业教学计划,实现图书馆

服务育人的目标.
(２)面向教师与研究生,开展多渠道、多方式推

送多类型、多专题以及个性化定制的学科资源服务,
既满足师生学习与科研需要,也巩固和加强图书馆

教育学重点和特色资源建设.
(３)面向科研管理人员,开展科研统计与学科分

析服务,为科研与学科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促进教师

和学术影响力的提升.
(４)面向管理层与重点课题组,联合成立学科资

源建设委员会,合作建设教育特色资源库,共享并推

进学科资源建设.

２．３　教育学学科服务案例

(１)通过宣传促进教师学术影响力的提升.
教育学科服务团队与科研管理人员密切联系,

加强沟通,深入了解科研与学科发展动态与需求,提
供有针对性地对接服务.在教育学部“外文学术论

文发表助推项目”中,学科馆员制作各教育专业外文

核心期刊投稿指南,提供外文核心期刊的专业分类、
栏目设置、投稿要求、影响因子、国内学者发文情况

等信息.在２０１６年学科评估工作中,学科馆员配合

科研管理人员统计教师科研成果,分析教师成果的

网络学术影响力,开展国内对标机构与对标科研人

员分析等.为促进学部教师学术影响力宣传,学科

馆员利用图书馆微信平台开展“京师书韵木铎玉

振”微书展服务,定期推送教师学术著作,展示教师

学术成果,分享教师学术思想.
(２)“翻转课堂”式学科文献检索课.
“翻 转 课 堂”(FlippedClassroom 或 Inverted

Classroom)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是指重新调整课

堂内外的时间,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
学生利用课下时间完成基于课程的学习,而课堂内

的时间则侧重实践和案例教学.教育学学科服务团

队将文献检索课教学与教育学研究生专业课程相结

合,以问题为导向,基于“互联网平台＋课堂”的教学

手段,全方位融入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学科馆员不

再占用课堂时间来讲授教学内容,课前,学生结合学

科馆员提供的资料自主学习,学科馆员与学生在互

联网平台上进行互动与交流并搜集问题;课上,以学

生为中心,学科馆员引导学生进行基于问题的探究

式学习,培养学生在信息化背景下的问题解决能力;
课下,通过进一步的交流与互动,实现学科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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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嵌入.教育学学科服务团队先后为教育学部

«科学教育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定量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方法»和«教育问题研究»等专业课开展

“翻转课堂”式嵌入专业课程的文献检索课.
(３)学科服务推动图书馆与教育学部的全面

合作.
在学科服务工作的推动下,图书馆与教育学部

建立了全面合作的关系.双方成立了学科资源建设

委员会,整合教育学部的特级教师案例资源,特级教

师、乡村教师与“启功奖”获奖教师口述史资料、中小

学教学案例等学术资源,共同开发和建立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特色资源平台.未来将在引进和揭示教育

学科大型特藏资源、机构知识库建设、教育学部学者

主页建设等方面展开合作.
此外,图书馆与教育学部２０１６年１月将图书馆

主办的«教育信息摘编»与教育学部主办的«世界教

育新闻»两刊合并,合作创办«世界教育动态»刊物.
双方互相汲取优势,由强大的团队层层把关,以“新
闻性、国际性、前瞻性、服务性”为宗旨,旨在及时、准
确、全面地报道世界教育学科的最新动态,为国内教

育管理机构决策提供依据,为教学科研提供参考.

３　理科学科服务实践

３．１　理科学科发展与用户需求特点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的数学、物理与化学学科均是学

校的优势学科,数、理、化三个学科专业发展迅速,引
进多位高端人才,因此需要更为专业的资源保障和

更高标准的学科服务.图书馆在理科学科资源建设

方面,基本保障了主流学科资源,特别是在学科教材

资源保障方面具有优势,但在个别研究方向、学科回

溯资源以及学科工具型电子资源保障方面相对薄

弱.此外,这三个学科的业界学术信息交流活跃,专
业的开放获取资源丰富、获取便利,如 NSTL资源、

Archive预印本等资源.在学科信息素养方面,数理

学科师生的专业资源检索和利用能力较强,对学科

信息素养教育的服务需求不强烈;化学学科学生对

于实验文献的检索方法以及专业检索工具的应用方

法有需求.
由此可见,理科不同的用户对学科服务的需求

各不相同.理科科研人员的需求更多集中在新的专

业数据库购买、图书馆未收藏文献的获取(如回溯资

源等)、某个研究点的前沿动态、经典文章、综述论

文、专利信息、学位论文汇集等.理科教学人员的需

求更多集中在对国外教学视频和最新教学支撑资料

的搜集与整理上.理科科研管理人员则由于科研管

理能力较强,对学科统计服务的需求较少.理科院

系领导层,在制定规划和重点实验室评估时期,需要

与对标单位的对比分析,对学科服务有阶段性的

需求.

３．２　理科学科服务开展策略

基于学科发展与用户需求的上述特点,理科学

科服务团队制定了相应的服务策略:
(１)有计划地荐购补充最新文献、回溯文献以及

工具型电子资源.为重点教师提供学科资源、教学

资讯、学科前沿等信息.主动通过文献传递与馆际

互借服务帮助师生获取疑难文献.
(２)融入学生活动,开展资源推送及学科信息素

养培训.走访实验室,了解用户在仪器使用、谱图解

读、药品性质查询等具体细节层次的问题.加入学

生 QQ群,挖掘学生在选课、作业、报告、申请基金等

各项任务中衍生出来的信息需求.
(３)与科研管理人员、教师及学科带头人经常沟

通和交流,了解院系教学、科研、管理动态,提供数据

统计与分析支持.与院系负责人或科研带头人座

谈,沟通图书馆能做什么,对方需要什么,寻找结

合点.
(４)加入院系邮箱通讯录,获取院系学术沙龙、

学术报告、科研评估、年度考核、科技成果转化动态

等宏观层次的科研相关信息.根据师生的日常咨

询,发现和总结图书馆服务中有待改进的地方.

３．３　理科学科服务案例

(１)嵌入«合成实验»课程.
«合成实验»是化学学院为提高研究生基础科研

能力而开设的专项课程,鉴于查找和阅读文献是贯

穿于整个科研周期中的重要步骤,学科馆员嵌入该

课程,培养学生如何利用好文献资料来解决科研各

个环节中的具体问题.学科馆员在了解培训对象的

知识水平的前提下,课前,围绕科研周期“发现问

题—制定并实施实验方案—分析实验数据得到结

果—结束或发现新问题－发表成果”的不同环节涉

及到的文献利用问题,利用“出题优”系统设计问卷

预先搜集问题.课上,学生分组讨论、学科馆员现场

辅导,解决这些问题.课后,学科馆员持续追踪学生

在实验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通过 QQ 群等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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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和解决.这种以问题为导向,基于“互联网学习

＋课堂实践”的教学手段,采用碎片化的教学,有效

地将探究式学习、混合式学习等融入到“嵌入式”学
科信息素养课程之中,课内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引导

学生实现基于问题的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信息化

背景下的问题解决能力,丰富互动式的学习体验.
(２)将“微课程”应用于学科服务中.
图书馆“微课程”是以细分的知识点、短小的视

频动态地呈现图书馆丰富的资源和深入的服务、信
息资源检索和利用技巧以及信息管理与分析工具利

用等相关知识[３].图书馆信息素养“微课程”通过视

频形式,使读者不受时间、空间、内容的局限,随时需

要随时学习,具有内容微、精炼简洁、形式微、易于传

播、可扩充性强等特点[４].理科学科服务团队从服

务过程中搜集问题,制作成资源类、工具类、方法类

与服务类微视频,发布于数理学科服务平台[５],如
«MathSciNet数据库介绍»、«快速定位与课题相关

的核心文献(Histcite软件)»、«数理学科高效课题

跟踪方法»等微视频.微课程应用于学科服务过程

中,使得咨询服务、文献检索课程、资源推送等服务

更加高效,读者获取图书馆的服务更加便捷.
(３)科研数据分析服务.
院系学科带头人和领导也是学科服务团队的重

点服务对象,理科学科服务团队针对阶段性需求开

展针对性的服务.如在重点实验室评估过程中,为
院系提供重点实验室科研成果统计与分析、标杆机

构科研对比分析,从论文数量、质量、学科排名、高被

引文章、学科规范化影响力、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国
际横向或纵向合作产出等维度分析,并提供可视化

图谱报告.在“十三五”规划制定过程中,为院系提

供«“十二五”规划学术论文信息汇编».此外,为科

研人员申请国际学术身份识别码、寻找科研合者、建
立个人学术主页等,也是学科馆员的重要服务内容.

４　文史学科服务实践

４．１　文史学科发展与用户需求特点分析

文史学科用户需求具有如下显著特点:
(１)文史学科用户的科研高度依赖图书馆的文

献资源,对学科资源的需求大于对学科服务的需求.
(２)文史学科用户的资源需求类型多样,包括图

书、期刊、报纸、档案、手稿、口述资料、图片等,其中

对图书的需求最大.

(３)文史学科用户对中文文献的需求大于外文

文献,对老旧资源的需求大于新资源.
(４)文史学科的资源共享范围相对较小,开放获

取的资源少,回溯文献获取困难.
(５)文史学科用户资源获取行为方面明显区别

于理科,理科用户不希望直接获取文献而是获取工

具与方法,文史学科用户更希望直接获得文献,对获

取的途径、方法与过程关注度不高.
(６)文史用户对学科服务的需求也极具个性化,

学科服务的策略很难普适化.

４．２　文史学科服务开展策略

基于学科发展与用户需求的上述特点,文史学

科服务团队制定了相应的服务策略:
(１)围绕满足用户的学科资源需求和完善本馆

文史学科资源建设两个方向开展学科服务.
(２)深入分析本馆文史资源的保障情况,有计划

地补充多种类型的电子资源,特别是根据不同课题

组与研究方向补充回溯电子资源.
(３)针对学科重点用户(个人)开展个性化访谈

与交流,增强认同感并了解个性化的需求,开展专题

资源整理与推送服务.
(４)了解重点用户研究方向所需资源的文献分

布情况,主动通过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帮助师

生获取疑难文献.
(５)加强与文史用户的交流与互动,建立联系与

信任,采取更为技巧和富于亲和力的方式推送数字

资源及其检索与利用技巧培训.

４．３　文史学科服务实践案例

(１)文史学科资源与服务需求调研.
为了解北京师范大学文史用户对图书馆资源与

服务的使用情况,文史学科服务团队开展了“文史学

科师生图书馆资源与服务需求”的调研和引文分析

工作.调研结果不仅为学科服务有效开展找到了切

入点和方向,也为文史学科馆藏资源建设提供了有

益参考.例如:(１)文史学科用户在中文数据库的使

用中,对读秀中文学术搜索的使用仅排在中国知网

(CNKI)之后,特别是读秀中文学术搜索的“文献传

递”功能,受到很多师生的认可与好评.这说明,图
书馆应继续加强与该数据库商的合作,同时如果能

将读秀图书的“部分阅读”增为“全文阅读”,将更有

利于师生对学术资源的使用.(２)文史学科用户使

用最多的外文数据库是CALIS外文期刊网,其中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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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界面颇受文史用户喜欢.这说明文史学科用户在

使用外文资源时受语言限制较大.(３)文史学科用

户除使用本馆纸本、电子学术资源外,对国家图书

馆、上海图书馆、其他高校及科研单位的图书信息资

源的使用频率也较高,因此应加强与这些单位建立

相关学术资源的共享.(４)考察文史学科用户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的１０年间发表的期刊论文,发现引

用文献最多的是１９８５－２０００年出版的中文图书,说
明图书馆应对这一时期的文史学科资源重点保障.

(２)专题资源整理与推送服务.
文史学科服务团队先后访问了文史学院的刘家

和、聂石樵、邓魁英、王宁等资深教授和学者,一方面

宣传图书馆的服务,另一方面整理和推送专题资源.
在交流过程中,不仅得到了老先生们对图书馆工作

的认可,更获得了宝贵的捐赠资源,丰富了馆藏.
文史学科服务团队在与文史学院师生座谈时,

了解到部分师生需要搜集和整理“海外汉学”资源.
学科团队首先将馆藏分散的海外汉学资源梳理出

来,整理成专题目录发送给师生.同时,又通过多渠

道汇集馆藏未收录的海外汉学资源目录,推荐给文

献采访人员,系统补充了百余种馆藏.借“文史学科

资源宣传月”活动之机,文史学科服务团队举办了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海外汉学在线书展”,展
示了馆藏法、日、英、美、俄等国家近２０位知名汉学

家的汉学著作,并推送了馆藏中英文汉学书目.
(３)合作开设«文献学»实践课程.
«文献学»是为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的专业基

础课程,版本学常识及古籍版本鉴别是其重要内容.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资源丰富,是该课程

很好的实践课堂.在文史学科服务团队的联络下,
图书馆与文史学院合作开设«文献学»实践课程.图

书馆的古籍专家以实物直陈的方式,展示并详细讲

解古籍的物质形态、装帧形式、名称细节等文献学专

业知识.同时学生还可以实地参观图书馆藏宋、元、
明、清和民国各个时期的刻本和稿抄本,感受卷轴

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等不同装帧形式,欣赏明代

多色套印技术和精美版画,以及雕版、木活字、锡活

字等不同的活字.«文献学»实践课程大大强化了课

堂的学习效果.

５　图书馆开展学科服务的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３．０版学科服务经过两年

的实践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其深化与拓展的方向

也越来越清晰.
(１)学科服务大有所为,但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保障和服务支撑部门,

既应当在宏观层面上满足各学科的资源与服务需

求,又应当围绕学校发展目标,对重点学科、重点院

系、重点专业、重点课题与重点人员开展深度支持服

务.图书馆应集中优势人力,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

服务.
(２)学科服务方式应遵循学科特点,不能千篇

一律.
不同学科,所需资料性质不同,资源配置力度不

同,业界信息资讯交流活跃度不同,对学科服务的需

求点也不同.学科服务启动之初及过程中,要对学

科特点进行细致分析,设计并不断调整服务策略.
(３)学科服务应深入院系,服务开展要符合院系

发展目标.
不同院系人才培养目标、科研发展目标不同,学

科服务的侧重点也不同.学科馆员应充分了解院系

教学与科研发展动态,开展为院系发展锦上添花的

服务.
(４)学科服务应尊重用户个性,开展分层服务.
不同层次用户,学习与科研能力不同,信息资源

需求与利用偏好不同.学科服务应深入分析各用户

群体的信息行为特点,开展个性化的服务.
(５)图书馆学科服务不能唱独角戏,应走合作发

展之路.
学科服务初期需要学科馆员开展主动上门的服

务,逐步与用户建立联系和信任.在图书馆层面,应
主动寻找合作点,达成共识,共同发展.

(６)学科服务与学科资源建设是相辅相成的.
学科服务说到底是拿学科资源开展服务,学科

资源是学科服务开展的基础,推送学科资源往往成

为学科服务开展的敲门砖,学科服务的深入开展反

过来又推动学科资源建设,二者紧密结合将推动图

书馆螺旋上升式发展.
(７)学科服务深化的过程是持续和渐进的过程,

学科馆员队伍应相对稳定.
学科馆员的能力需要持续不断地提升,学科专

业背景、图书馆业务能力以及沟通与交流能力是三

项核心能力,学科馆员应必备或互相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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