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2卷第4期

20lO年8月

黄山学院学报
Joum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V01．12，NOA

Aug．2010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期刊管理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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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电子期刊数据库的开发应用．传统的期刊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已经不

能适应现代期刊发展的需要。高校图书馆期刊阅览室存在读者人数减少、管理体制落后、服务手段单一等问

题。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期刊管理呈现期刊馆藏结构多元化、管理信息化、读者需求多层次化及服务方式

柔性化等发展趋向。基于高校图书馆期刊管理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图书馆期刊管理模式创新构想：撤销

期刊部，进行机构重组以改变传统的期刊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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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电子期刊的出现。给传统的

图书馆期刊管理工作带来强有力的冲击。期刊管理工作

从组织形式到服务理念，从采集收藏到编目加工，从信息

开发到服务手段和内容都面临着重大变革。传统的期刊

管理服务工作已难以满足读者在网络环境下对期刊信息

的需求。传统的期刊管理体制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国内一

些图书馆开始考虑根据电子期刊的特性。重组业务工作

流程，并取得一定成效。以池州学院图书馆为例，分析高

校图书馆期刊管理的现状与问题、发展趋势。提出期刊管

理模式改革的构想。

一、高校图书馆期刊阅览室现状和问题

(一)电子期刊的冲击。纸质期刊读者人数减少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图书馆正在向

数字化的方向发展。电子期刊以其体积小、容量大、检索

速度快、方便快捷等优点成为馆藏文献的一部分，给传统

的印刷型期刊以很大的冲击。由于印刷型期刊查找的不

便利，许多教师和学生选择了上网进行资料的收集。很少

再去期刊阅览室，从而导致期刊阅览室的读者人数减少。

许多期刊没有得到合理利用。【11以池州学院图书馆为例．

2004年至2008年期刊阅览室读者年阅览人次由55000

多递减至35000多。

(二)期刊征订不合理。期刊资源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目前。高校图书馆普遍存在期刊资源配置不合理，印

刷型期刊文献和电子文献比例不协调的问题。据统计。

2003年我国高校图书馆订购的电子版外刊的份数几乎是

印刷版外刊份数的十倍。伪各高校图书馆在经费紧张的情

况下，不断压缩印刷型期刊订购经费。加大对电子文献经

费投入。

在期刊资源建设上。存在重复建设现象。各高校图书

馆内部存在纸质期刊与电子期刊的重复征订。同一高校

图书馆既要采贿印刷型期刊，又要收藏电子期刊。就全国

来说。同一城市、同一地区的各高校图书馆大型的网络期

刊资源几乎是一样的。资源重复建设现象非常严重，也造

成经费的大量浪费。

(三)资源建设与管理分离，期刊信息服务效率低

现有的期刊管理模式，造成了期刊资源建设和期刊

管理的双重分离状态，形成了印刷型期刊和电子型、网络

型期刊管理“两块牌子”的局面。期刊资源建设和资源管

理缺乏整体性的宏观协调。目前大多高校图书馆都采取

印刷型期刊和电子型、网络型期刊分开管理的模式．印刷

型期刊的订购和管理归期刊阅览部负责，电子型、网络型

期刊的采集、订购和管理由现代技术部所属的电子阅览

室负责。读者为查找资料奔走于几个阅览室之间．不能为

读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期刊信息服务。不能最大限度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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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需求。 转变。

(四)管理体制落后，服务手段单一

传统高校图书馆期于U管理依旧遵循图书采编典的管

理模式。期刊一直沿用“采访、编目、流通、典藏”的“一条

龙”的管理体制，仅限于印刷型文献且只能室内查阅而不

外借。这种以文献为中心的管理模式体现了封闭型图书

馆以收藏为主的职能特点。网络环境下，传统的期刊管理

模式已显落后，它主要表现在服务工作和读者需求之间

的某种脱节、服务职能分离、服务技能单一等。以印刷型

期刊为主向读者提供服务．这种服务方式较为单一和落

后，仅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阅览。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

电子期刊的出现，传统的期刊服务已经无法适应读者对

信息广、快、精、准的需求。

(五)馆员整体素质难以适应期刊管理信息化建设

目前。高校图书馆期刊管理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知识

结构单一．专业面狭窄。多数人缺乏图书情报工作的基础

知识和技能，缺乏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外语水平不高，

也缺乏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只能从事传统的低水平

服务，无法开展深层次的期刊文献信息服务。很难适应当

前期刊文献信息资源现代化管理的发展需要。传统意义

上的图书馆期刊管理入员的素质已经不能适应网络时代

发展的需要，必须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培

养高素质的图书馆期刊管理工作人员。

二、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期刊管理发展新趋向

(一)期刊馆藏结构多元化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期刊的类型由过去单一

的印刷型发展到印刷型、电子型、网络型并存的格局，它

成为高校图书馆馆藏的主要特征。图书馆馆藏期刊文献

是由物理实体馆藏和网络信息资源为主的虚拟馆藏组成

的期刊信息资源体系。在期刊资源建设上，既要采购印刷

型期刊。又要收藏电子期刊。这就要求高校图书馆要根据

师生的现实需求和图书馆的发展需要，科学合理地确定

它们的结构比例。满足师生的不同需求。因此，馆藏模式

由传统单一的印刷型期刊向电子期刊和网上期刊转化是

必然选择。

(二)期刊管理方式信息化

在网络环境下，计算机取代传统手工方式对期刊资

源进行管理是信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不少高校

图书馆尚未真正实现整体意义上的计算机自动化管理。

管理人员对期刊日常工作采取简单、机械和繁重的手工

操作。他们在日常管理中投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没有能

力再去开发期刊资源，为读者提供深层次的服务。对期刊

资源实行计算机自动化管理既包括对网上的期刊信息资

源管理，主要是整合期刊信息资源，建立期刊数据库等；

又包括对印刷型期刊的“采、编、藏”及电子型期刊的相应

环节的管理。它不仅使管理人员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

放出来，让他们集中精力去开发期刊资源，提高期刊管理

的工作效率和水平。也促使传统的期刊管理向现代管理

(三)期刊读者新需求多层次化

读者信息新需求的变化，表现在读者对期刊资源建

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期刊的评价不再是以拥有多少数

量印刷性期刊和电子期刊为标准．而是看期刊在网络上

拥有信息资源的能力以及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整序、

筛选和深加工的能力。期刊管理人员工作重心是通过多

种方式获取文献信息资源来满足读者的需求，将与本专

业有关的分散的文献信息变为有序信息，按读者需求进

行总结、概括、加工提炼，以二、三次文献形式提供给读

者。对馆藏重点学科进行分析、归纳。写成综述、述评和专

题报告，提供给读者。

(四)期刊服务方式柔性化

传统期刊服务是一种以。守株待兔”为主的被动服务

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读者需求，如今读者最需要的是文献

中的信息，而并非全部文献。为读者提供信息。解决读者

问题。是期刊工作的深化和方向。过去的期刊服务方式只

能提供期刊服务而不能深化为信息服务，电子期刊具有

检索速度快，筛选信息快等优势，期刊信息服务方式由以

手工为主转向计算机操作。在网络环境下，读者要求图书

馆为其提供期刊信息咨询、网上检索、专题检索、成果查

新、课题跟踪等服务。期刊载体的多样化使期刊服务在发

挥印刷型期刊作用的同时，以提供光盘、数据库等网络化

的服务为主，通过网络实现多用户同时使用同一文献资

料的目的，提高了文献的利用率。

三、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期刊管理模式创新策略

(一)进行业务和部门重组

撤销期于峙B。进行机构调整和重组业务工作流程。将

期刊采访、编目、刊名信息的计算机录入工作划到采访

部．把期刊阅览、参考咨询、复印、装订工作归人参考咨询

部。打破期刊一条龙管理体制。期刊阅览室中具有较好计

算机基础、专业知识和情报技能的管理人员可以到参考

咨询部。进行本馆特色资源建设和数据库的培训。在国

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

克利图书馆率先进行了机构调整，撤销期刊部。在国内，

上世纪90年代初，高校图书馆中保留期刊部的图书馆占

69％。广东佛山大学图书馆子1994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子

1997年撤销期刊部。进行机构调整和业务流程重组的尝

试。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各高校图书馆都有自身的实际情

况。在解决期刊阅览室管理遇到的实际问题时，要本着实

事求是的原则。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切忌盲目草率，找

出一条适合本馆的期刊管理服务模式。

(二)设立兼容性期刊阅览室

在期刊阅览室增加～定数量的计算机。设置一定数

量的网络终端，建立。电子期刊阅览区”。为建立一个多功

能的高智能化期刊信息资源系统创造条件。印刷型期刊

阅览区和电子期刊阅览区的兼容，可变分散服务为集中

服务。读者既可阅读中文期刊。又可用计算机阅读电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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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和随书光盘，还可使用网络期刊数据库。弥补印刷型期

刊多位读者不能同时使用的特点，也能够满足读者对期

刊信息资源多样化的阅读需求。这种兼容性的阅览室，为

读者提供电子期刊的检索、阅览和下载复制服务，将电子

期刊服务全面融入图书馆的期刊服务当中，实现电子期

刊和纸质期刊的全面统一，提高期刊信息资源的利用率，

为读者提供全面优质服务。

(三)实行双重服务模式

对期刊工作实行计算机自动化管理，对新到期刊及

时加工上架，给读者提供最新最快的期刊信息。阅览室是

读者获取期刊信息资源的重要场所，在分类和排架上应

该体现直观和便利的特点。要主动引导和帮助读者找到

所需刊物，抛去重藏轻用的观念。提供复印打印全方位服

务。并且允许读者将自己的书本带人阅览室内。实行全面

的开架阅览，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双重服务模式。一方面

营造安静、舒适、温馨、和谐的读书环境，对读者提供期刊

阅览服务；另一方面考虑读者写论文。阅读、钻研专业文

章，利用期刊外借系统，为他们提供期刊外借服务。少数

高校图书馆期刊流通的实践证明。期刊如果进入流通系

统，可以加快期刊在馆内的流通，提高期刊资源利用率，

满足不同层次读者需要。嘲

(四)提供深层次信息服务

图书馆的期刊管理必须改变传统的服务理念并进行

必要的角色转变。管理理念应从以往的“坐等读者，以管

理为中心”逐步转移到“以读者为中心。以主动服务为目

的”。服务方式从以往的以整本期刊为主向提供篇为主的

服务上来。逐步转移到期刊文献信息的深加工和开发利

用上来。期刊管理人员要整合期刊信息资源。建立特色期

刊数据库；开发二、三次文献，建立馆藏期刊目录数据库

和专题数据库；利用电子邮件、在线聊天和共同浏览。提

供参考咨询服务：根据读者所立论文题目查阅相关期刊

信息．提供论文查新服务；根据读者需求定期提供最新的

学术进展文献信息，开展定题跟踪服务；通过网络收集免

费的期刊文献信息给读者。指导读者充分利用网上信息

资源；开展读者教育，不定期地对读者进行现场和网上培

训，使读者掌握新的信息查询方法，提高期刊的利用率。

(五)提高管理人员素质

期刊管理工作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管理工作。电子期

刊的出现，软件技术的应用。文献检索和信息资源的开发

利用等都要求期刊管理人员必须提高素质。管理人员应

具有熟练操作计算机的能力；既有专业知识。又有信息管

理知识，能够对期刊文献进行深层次加工；懂一门外语，

充当信息导航员的角色。图书馆要建立继续教育和业务

培训制度，选派一些优秀骨干去进修第二学位和研究生

课程。学习国内外信息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经验。

鼓励参加各类成人继续教育和学历进修，提高文化层次；

选送一些优秀人员去高校考察学习，掌握先进技术。组织

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参观考察，了解学科新动态。组织馆

际交流学习活动，了解图书馆现状及发展趋势。对专业性

较强的岗位，可选派相关人员进行专门进修学习。

四、结语

信息网络时代。印刷型期刊资源和网络期刊资源优

势互补。将长期共存下去。在新形势下高校图书馆应改变

传统的服务理念。改变陈旧、落后、保守的管理模式。增强

服务意识，创新管理体制，重组管理模式。提升服务层次。

使得期刊资源在教学和科研中发挥最大的作用．满足更

多层次读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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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of Periodical Management Mode of College Library

in the Context of Network
Li Qiong

(Library，Chizhou College,Chizhou 247000,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digital periodicals data,

traditional periodical management mode and service mode cannot meet the need of modem periodical

development．In reading rooms of periodicals of college libraries，there exist such problems a8 few readers，

backward management system and single service method．In the context of network，periodical management
of college libraries shows the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of periodical collection，informationization of

management，multiple needs of r以．1ders，flexiblization of service methods．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periodical management of college libraries．the paper presents 80瑚屺innovative ideas：

removing periodical department and restructuring the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periodical managemen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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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忽视特色化建设、重"藏"轻"用"以及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提出了人员素质、院系资料室建设、资源配置、合作共享、创新体制等五个方面的

发展措施.

2.期刊论文 吴京红 当代数字化与网络化环境下的高校图书馆期刊管理的思考 -出国与就业2010(8)
    高校图书馆期刊管理在数字化与网络化环境下发生了很大变化,管理观念也在转变,社会化与科研工作凸显了高校图书馆期刊管理的价值,也不断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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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期刊论文 康延廷.KANG Yan-ting 对高校图书馆印刷型期刊管理的思考 -医学信息2008,21(10)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高校图书馆印刷型期刊管理将发生深刻变化.本文针对高校图书馆印刷型期刊管理的现状未来期刊发展方向,对印刷型期刊

的现代化管理和利用提出几点建议,供读者参考.

6.期刊论文 魏烈萍.WEI Lie-ping 高校图书馆电子期刊管理与服务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17(21)
    介绍了电子期刊的特点,分析了电子期刊对高校图书馆期刊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影响,提出了当前高校图书馆电子期刊管理及服务工作的应对措施.

7.期刊论文 默秀红.宗影 对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印刷型期刊管理之思考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6(17)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高校图书馆印刷型期刊管理将发生深刻变化.本文针对高校图书馆印刷型期刊管理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对印刷型期刊的现代

化管理和利用提出几点建议,供读者参考.

8.期刊论文 闫李政.YAN Li-zheng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期刊管理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5,15(24)
    分析了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期刊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期刊管理的对策.

9.期刊论文 杨玉全.何德兵 新形势下的高校图书馆期刊管理 -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17)
    本文阐述新形势下高校图书馆期刊管理馆员的素质、期刊管理工作现状,以及应采取的措施.

10.期刊论文 任景华 网络环境下的高校图书馆期刊管理和建设初探 -昌吉学院学报2003(4)
    本文阐述了高校图书馆期刊管理和期刊建设问题,包括更新期刊馆藏理念;促进期刊馆际协作与资源共享;逐步实现期刊管理自动化;提高期刊的服务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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