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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服务模式的转型研究

管茵茵
(黄山学院图书馆，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分析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服务模式转型的主要动力．从服务对象、服务资源、服务内容、服务

手段、服务方式、服务观念等方面论述图书馆服务模式转型的基本方向。探讨图书馆服务模式转型应当采取

的有效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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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和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给高校图书

馆的服务带来了全新的社会背景和技术环境，图书

馆服务的基础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文献传递由原始

的手工传递转为电子传递，馆藏由自成体系走向共

建共享，由实体馆藏服务拓展为全球信息资源的读

者服务。网络数字化环境使图书馆服务的内容、形

式和手段等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和更新．特别是以

网络为平台的个性化服务和知识服务将成为新的

聚焦点和增长点。因此，高校图书馆必须调整服务

理念。同时在服务模式、服务方式以及相关的资源

建设和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转型，以契合信

息服务环境的变化。

一、服务模式转型的主要动力

(一)技术支持

数字化、网络化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

发展。使现代图书馆成为一个资源的共同体，信息

共享的范围实现了全球化。读者可以不受时间、地

点的限制在任意图书馆或在家里或在其他地方享

受到图书馆的服务。数字化、网络化的环境。在对图

书馆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为图书馆服务

模式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持，成为当代图书馆管理和

服务创新发展的主引擎和推动力。

(二)竞争环境

随着全球信息化、网络化的迅猛发展，信息服

务业异军突起，它改变了以往图书馆单一机构的信

息服务格局，基于互联网的各种信息服务提供商体

制灵活，服务手段先进，越来越多的读者关注这些

服务，比如通过各种搜索引擎来查找所需的信息，

还有各种专业的知识服务供应商提供的各种数据

库及链接，如“中国知网”、“读秀学术搜索”、“重庆

维普”、“万方数据”等。这些竞争者无疑对高校图书

馆的服务带来了挑战，同时也是高校图书馆服务模

式转型的动力。高校图书馆必须寻求新的途径。充

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不断地创新服务内容，实

现图书馆质的飞跃。

(三)读者需求

读者需求是促进高校图书馆服务转型的内动

力。图书馆从封建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演变的过

程。就是一个应读者需求的不断发展而改变的过

程。读者需求的变化将直接影响着图书馆服务的内

容，满足读者的需求是图书馆服务的终极目标。在

网络化、数字化环境下，读者对信息的需求无论从

收稿日期：2010—10—13

作者简介：管菌茵(1964-)，安徽休宁人。黄山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信息资源管理。

万方数据



笙!塑 管茵茵：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服务模式的转型研究 ．135．

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所提

供信息的质量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文献已经不再是

主要的信息源。电子型、数字型文献需求增多。同

时，读者的信息需求已不满足于单纯的文献信息提

供，而是要求对信息中的知识内容进行挖掘、开发

和利用，要求图书馆转向专业化、个性化的知识信

息服务。面对读者的需求，面对市场和新技术的竞

争，图书馆应该不断地创造新的服务方法和服务形

式，为读者提供新颖的信息服务。

二、服务模式转型的基本方向

美国图书馆学大师谢拉说，“服务，这是图书馆

的基本宗旨”。程亚男研究馆员在《图书馆服务新

论》一文中认为：“服务是21世纪图书馆发展的主

线，是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观。”Ill数字环境下的高校

图书馆，其服务功能仍是最本质的功能。在数字化

的推动下，服务转型是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必然

趋势，也是图书馆内质变化的必然结果。高校图书

馆的服务模式应努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发生转型：

(一)服务对象从为到馆读者服务向为社会化

读者服务转型

传统高校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与社会的接触

是有限的。这种有限在服务对象上局限为对到馆的

本校读者服务。网络化和资源的数字化消除了读者

与图书馆之间的地理障碍，图书馆的可用资源得到

了延伸，资源的电子化特征与传递条件的变化为高

校图书馆服务社会化读者提供了实践上的可能。随

着当代高等教育面向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

务的推进，高校图书馆在为本校教学、科研、管理服

务的同时。有责任有义务利用其丰富的文献信息资

源和人才设备优势。为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

事业发展提供信息服务。

突破围墙，跳出固定场所，主动接触社会，高校

图书馆从为到馆读者服务向为社会化读者服务转

型，不仅仅是信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高校图书

馆在新时期拓展服务空间、谋求自身发展的必由之

路。如广州大学图书馆为地方政府提供信息服务的

工作得到了图书馆界的高度认可和赞赏，成为华南

地区乃至全国高校图书馆为地方政治、经济及文化

发展提供信息服务的典范。鞠

(二)服务资源从传统馆藏提供向电子信息资

源存取转型

传统高校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主要以印刷型文

献资料为主体，读者服务活动的主要形式是通过本

馆藏的外借、阅览等服务形式向读者揭示和提供静

态的整本文献书刊，图书馆主要强调的是文献的合

理选择与系统收藏。至于图书馆是否有能力将收藏

的资源提供存取与检索考虑的并不多，“重藏轻

用”，服务内容单调，服务手段落后，服务时效滞后，

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远远不能满足读者和社会

的需求。电子信息资源的出现和不断增多，将极大

地丰富图书馆读者服务的内容。电子信息资源将成

为未来图书馆信息资源的主体，图书馆读者服务的

内容也将逐步由传统印本馆藏的提供向电子信息

资源存取方向发展。

(三)服务内容从文献传递向知识传递转型

传统图书馆往往以文献信息的加工收藏、图书

的分类保存、期刊的装订展阅、资料的复制传递等

信息服务类型为主，是一种以纸张为主要载体的文

献传递服务：漠式。读者对图书馆的文献信息传递具

有很强的依赖性。但在信息资源数字化、网络化环

境下，读者所关注的不再是原始信息的获取，他们

更需要图书馆能从各种显性和隐性信息资源中．将

知识信息提炼出来为其服务。读者需求的知识传递

服务，越来越受到图书馆的重视。为了吸引读者，图

书馆员必须蘑视信息的浓缩加工，将大量工作转向

对知识信息的整合、创新，提练出对用户真正有用

的知识信息。图书馆人必须充分地认识到从文献传

递服务向知识传递服务转型，既是现代图书馆服务

工作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战略挑战，也是其实现跨越

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服务手段从手工操作向自动化、网络化转

型

从实践角度来看。传统图书馆读者服务是以手

工操作为主。工作人员从对书于0的采集、编目、加

工、入库到利用卡片目录、书本式目录索引及文摘

等检索工具揭示和宣传馆藏，都是通过手工操作。

当代高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科学技术、数

字化技术、海量存储技术、数据库技术、网络通信技

术和多媒体、超媒体、超文本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图

书馆领域的广泛应用，将使图书馆的面貌发生翻天

覆地的巨大变化。图书馆信息服务手段将从传统的

纸质媒介手工借阅向以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手段

的深层次信息加工服务和以数字化为基础的通过

网络手段连接的信息资源共享的方向转型。它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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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式的网络平台为基础，提供灵活的数字信息资源

组织、管理和检索服务，以及应要求提供多样化的

信息定制服务。

(五)服务方式从被动封闭向主动开放转型

网络、数字化资源作为一个海量的信息库，对

任何一位读者都公平地开放，并且不受时间地域的

限制。因此，越来越多的读者选择了利用网络和数

据库获取信息。读者借阅从传统的单一借阅向集成

化的网络借阅转型，这种借阅方式的转型决定了图

书馆服务方式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型。图书馆

为求生存和发展必须主动接触社会，与用户联系。

了解读者的需求。采用新的服务方式。形成以用户

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的主动服务理念和服务模

式，建立辐射型的开放服务系统。例如，国家图书

馆、广东中山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剪报中心主动

与大中型企业联系，了解信息需求，编辑专题剪报，

提供信息服务，收到较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清

华大学图书馆。聘用专业人员为学科馆员，提高了

信息资源建设和信息服务质量。主动为教学科研服

务。阳

(六)服务观念从以资源出发向以需求出发转

型

图书馆的文献服务虽然强调以“读者的需求”

为中心。但实际上大多沿袭着“资源——服务——

需求”的传统模式，即从现有资源出发，“有什么，提

供什么”，读者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他们的信

息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和有效的满足。现代图

书馆面对的是社会化读者多元化的、个性化的服务

需求。如果再从原有的这种狭隘的服务观出发，很

难充分满足读者的要求。为此。图书馆应该努力克

服“资源一服务——需求”这种狭隘服务观。积极
确立“需求——资源——服务”的观念，即从需求出

发，按读者需求来收集、组织与提供多种资源。因此，

图书馆的服务观念也要从“我有什么，给你什么”到

“你要什么，我给什么”的模式转型。

三、服务模式转型的对策与措施

高校图书馆面对数字环境的挑战。服务模式、

服务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了适应转型服务

的需要。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工作：

(一)转变服务理念

图书馆服务理念是图书馆文明的核心，有什么

样的服务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服务。网络、数字化环

境下的图书馆已经由传统理念上的“藏书楼”转变

为“没有围墙的图书馆”。其服务空间、服务领域得

到前所未有的拓展。高校图书馆服务要满足读者以

及社会发展的要求，必须树立全新的服务理念，从

过去的满足书刊借阅为主。转变为以知识开发服务

和满足信息需求为主。从“以书为主体”的服务转变

为“以人为主体”的服务、从单一服务转变为多元化

服务，从被动服务转变为主动服务，从为到馆读者

服务转变为社会化读者服务。此外，还要树立特色

服务的观念。形成特色优势。开展特色服务，使高校

图书馆在围绕学校产、学、研及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中。真正起到尖兵和参谋作用。

(二)做好数字信息资源的建设工作

在数字化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

也必须与时俱进，尤其是加强数字信息资源建设。

(1)在馆藏资源数字化方面，就是加快本馆信息资

源电子化进程，逐步建立起具有自己馆藏特色的全

文数据库，并将其送上网络。(2)在网络资源馆藏化

方面。就是图书馆利用各种电子出版物和网上信息

资源，建立便于读者利用的导航系统，变网络资源

为馆藏资源。(3)在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方面，图书馆

耍努力完善馆藏目录，积极发展联合目录，以教育

网为依托，积极创造条件参与到全国性、地域性或

本系统的资源共建共享活动中。形成：布局合理、结

构优化、功能强大的文献信息保障体系。(4)在数字

资源管理方面，图书馆要规范数字资源结构，整合

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使用户能够在统一的数据存取

模式下。通过统一的用户界面完成对不同数据库和

网络资源的检索利用。14】

(三)实现网络信息服务个性化

个性化的网络信息服务是数字化背景下图书

馆特色服务的进一步深化，是高校图书馆提高服务

水平和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它必将成

为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主导服务方式。个性化

信息服务总体可以归纳为：信息推送服务方式；信

息分类定制服务方式；信息帮助检索服务方式；信

息智能代理服务方式；数据挖掘服务方式等。睇他

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具有先进的管理理念，还要认识

和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个性化网络信息服务的

最高目标是不需要用户的请求．主动地将数据信息

传给用户，并且根据用户特定的信息需求为其提供

个人定制的检索界面。目前，就我国各图书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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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配备与经济状况而言．能具备所有实践操作平台

的图书馆屈指可数。因此，各图书馆应该按照自己

的实际情况，开发适合本馆的文献信息检索系统及

适合本馆用户群的服务模式。高校图书馆有其特定

的读者群，应开展针对不同读者群体的个性化信息

服务。如针对学习犁读者的教学参考服务以及针对

研究型读者的定题服务、个性化的信息推送服务

等。

(四)重视人才培养和管理

高校图书馆要实现馆藏资源、服务方式、管理

模式的转型，人才是重要条件，重视人才的培养和

管理是开展高层次网络信息服务的先决条件。高校

图书馆应具备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队伍，他

们既要具备一定的外语知识、相关的计算机知识和

网络知识，同时还需要掌握相关的学科专业知识。

能对网络信息进行有效的评价、辨析、浓缩、重组和

深加工，能够参与到相关系统的开发、试用中，为用

户提供更深层次的知识服务。此外，为了满足不断

出现的新业务，需要对图书馆的部门结构重新组

合，科学、合理的部门设置是高校图书馆实现人才

科学管理的重要组织保证。

四、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各领域合作的日

益深化，高校图书馆应抓住国家建设信息型社会的

契机进行服务转型，做好图书馆队伍建设、资源建

设等工作，进一步促进各高校问数字资源的共建共

享，逐步适应数字化环境下广大读者的迫切需要，

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建设好新时代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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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曹雪莉 浅议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增值服务 -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16)
    通过对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增值服务的特点的研究,概述了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增值服务的运作方式和主要模式-主题式信息增值服务模式.

2.会议论文 成爱武 数字环境下西部普通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思考 2008
    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数字环境，同时也使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面临新的挑战。本文以西部普通高校图书

馆文献资源建设为切入点，对当前高校文献资源建设的现状、面临问题及其文献需求特点进行了系统分析，最后就数字环境下如何加强西部普通高校图

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提出了可供借鉴参考的对策建议。

3.期刊论文 王静华 浅谈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0,20(9)
    简述了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含义,分析了体现高校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因素,提出了强化高校图书馆教育职能的措施.

4.期刊论文 管绪.俞清 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纸质期刊资源的订购与利用 -情报杂志2010,29(z1)
    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广泛应用,高校图书馆的大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期刊作为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发生着深刻的

变革.通过对纸质期刊与电子期刊的比较分析,认为纸质期刊与电子期刊各有局限性和优势,二者可以共存、互补,因此,在现阶段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

进的,并探讨了在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馆藏由单一的纸质期刊资源向多类型、多载体期刊资源方向转变过程中纸质期刊资源的订购与利用的问题.

5.会议论文 朱以彬 数字环境下的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 2008
    本文从数字环境对高校图书馆的影响，数字环境下资源建设的思路和组织方式三个方面探讨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新思路。

6.期刊论文 刘春静.王建伟 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服务方式的转换 -现代情报2010,30(3)
    随着全球信息化网络化发展,我国各高校图书馆也纷纷进入了数字化时代,与此同时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方式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文章首先分析了高校

图书馆服务方式发生变化的必然性,进而对高校图书馆服务方式发生变化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而提出转换服务方式的措施.

7.期刊论文 朱丽华 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创新模式探讨 -兰台世界2011(4)
    本文阐述了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在信息资源、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为社会服务的优势.对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为地方社会经济服务的模式进行

了分析和探讨.

8.期刊论文 梁爱东.薛海波 数字环境下的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探析 -信息系统工程2010(2)
    探讨了数字环境下的高校图书馆传统信息服务工作与数字信息服务工作,并分析了高校图书馆在创新发展信息服务工作时应注意的问题.

9.期刊论文 李文林.曾莉.车玮.LI Wen-lin.ZENG Li.CHE Wei 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现状

与思考 -图书馆论坛2010,30(1)
    分析当前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配置和管理方面存在的共性问题,结合数字环境下用户的信息需求,指出从制度上着手对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配置及

管理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10.会议论文 王琛.王芙蓉 数字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实施策略 2008
    本文通过对高校多校区管理模式、读者文献信息需求、文献信息资源的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在数字环境下构建高校文献信息资源保障

体系的方法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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