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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图书馆在高校科研中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在阐述图书馆知识服务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康奈尔

大学图书馆提供的研究帮助的内容，指出我国普通高校图书馆应从特色资源建设、学科馆员建设和提升馆

员素质三个方面为科研工作提供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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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按照科学定位将我国高等学校划分为“研

究型或教学研究性大学”、“以本科教学为主的学校”

以及“高等职业教育学校”三种类型。各类高等学校的

职能都是育人为本，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协调发展，

区别在于科研和社会服务所占比重的不同。Illl睁聃但

科学研究始终是高等学校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纵观

近几个世纪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始终与大学相伴

相随。19世纪，德国为世界科学的中心，当时，柏林大

学已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进入20世纪后，美国逐步

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这得益于哈佛、斯坦福和普林

斯顿等著名研究型大学的崛起，这些大学也成为世界

科学的中心。因此。一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的发展水平。[zl珏-3a同样，在我国，

高等学校的教育行为和社会责任与科学研究是密不

可分的，科学研究不仅是高等学校的强校之路，也是

高等学校实现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Pl胁136因

此在高等学校，科研工作是教学工作之外的一项重要

工作．科学研究成为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一项重要指

标。

高校图书馆作为高等学校科研的重要支柱之一，

担负着为科研提供文献资料的重任，是影响高校科研

发展速度和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近年来，高校

图书馆在硬件设施、资源建设上都做了大量工作，资

源构成上实现了纸质资源与电子资源并存，资源总量

迅速增加；服务手段上基本实现了网络化和自动化，

相对于传统的服务方式。高校图书馆在提供科研服务

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从高校科研工作的需求及图书

馆自身的潜力来看。我国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水平仍然

处于传统图书馆向现代数字图书馆转型的初级阶段，

如何利用数字化、网络化的优势，充分挖掘高校图书

馆的潜能。为高校科研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是

高校图书馆人的追求，也是高校图书馆进一步发展的

动力。从知识服务的角度人手，结合美国康奈尔大学

图书馆的研究帮助(research help)，探讨我国普通高

校图书馆如何为高校科研工作提供知识服务。

一、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内涵

2l世纪被称为知识经济的社会，知识的生产、传

播和利用已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进步

最重要的力量。知识产业正逐渐取代传统产业成为社

会生产的主导产业，成为最重要、最具潜力的“阳光产

业”。知识经济的发展为图书情报机构带来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给传统的图书情报服务模式带

来严重挑战。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使得传统的信

息资源不均衡和信息获取困难的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信息检索与传递走向非中介化、非专业化和非智力

化，用户不仅关注获取信息的速度和方式，更注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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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有效性即如何从真假并存、浩瀚繁杂的网络信息

环境中捕获和析取解决问题的有效信息内容，并将这

些信息融化和重组为相应的知识或解决方案，从而进

一步将这些知识固化在新的产品、服务手段、管理机

制中。因此，图书情报机构不仅仅是信息资源的收集、

赌存中心。不但提供文献检索和传递的任务，更应成

为信息的加工处理中心，提供基于用户需求的信息增

值服务。即以信息知识的搜寻、组织、分析、重组的知

识和能力为基础，根据用户的问题和环境，融入用户解

决问题的过程之中，提供能够有效支持知识应用和知

识创新的服务。[4]YZ--37尽管目前各领域对知识服务的研

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对知识服务的定义有所不同，但

基本都是从资源本身、用户需求、服务模式、服务效果

等多个角度给出了知识服务的内涵。图书馆知识服务

是一种基于一切信息资源(馆藏物理资源和网络虚拟

资源)，以用户需求目标驱动的、面向知识内容的、融

入用户决策过程并帮助用户找到或形成问题解决方

案的增值服务。[4132--37图书馆知识服务是图书馆功能的

提升和图书馆服务内容的深化，它是一种以信息资源

为基础的高级阶段的服务，是信息服务的深化和延

伸，是一般的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的转化。

二、实现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途径

1．建设特色馆藏资源，提供特色服务

高校图书馆要在科研中提供知识服务，首先必须

建立适应科研需要的文献资源。在数字化技术和互联

网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虽然不同高校间的图书馆文

献资源拥有的数量会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即使像美国

康奈尔大学这样世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虽然拥有了

巨大的包括着从珍稀古籍到迅速增加的数字资源的

文献资源，也仍然需要通过馆际互借或临时购买来满

足读者需求。也就是说任何一所大学图书馆都不可能

拥有完全满足需要的文献资源。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

发展为高校图书馆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提供了

技术保障。在我国，中国教育科研网、Intemet网络、

CALLS文献信息服务网络以及各高校购买的中外文

数字资源等为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提供

了环境保障。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实

现，无疑缩小了不同地区、不周高校之间的差异。因

此，根据高校自身的特点及学科组成特点和优势学

科，对相应的信息资源进行深度加工，有针对性地对

自身拥有的馆藏资源以及浩瀚繁杂的网络信息资源

进行收集、分类、分析加工、整理，将大量随机、无序的

信息资源转化为系统、有效的资源。并逐渐形成自身

的特色资源库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特色馆藏资源在藏书的体系上突出了某一学科、

某一专题、某一门类或地方特色，有较强的针对性，体

现的是专、深、系统性与完整性。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图

书馆专业特色资源库收藏了大量德语、瑞典语、匈牙

利语、保加利亚语等多种语种的图书资料，受到各语

种读者的广泛欢迎。又如黄山学院图书馆特藏部就是

学校图书馆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地方特色馆藏，其中收

藏了大量关于徽州的文献资料。它内涵丰富、形态特

异、体系严实、品类多、范围广，反映了徽州地区历史

文化的各个方面，读者可通过这些馆藏了解到徽州地

区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发展的情况，同时也为学校的徽

文化研究提供了文献保障。当然特色馆藏资源建设是

一个长期的文献信息积累的过程，需要工作人员将收

集来的大量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分析、加工。这一过

程不仅实现了知识的组合。而且使资料中包涵的隐性

知识显性化。实现了知识的融合、创新．是图书馆为学

校科研提供知识服务的具体体现。

2．建立学科馆员。提供全程服务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在其提供的研究服务中，提供

了包括研究介绍、图书馆导航、引文管理、最新资料通

告和研究咨询共5个方面的服务。在科研工作的前期

阶段，图书馆可以提供包括选择和确定研究主题、查

找背景资料、查找资料、评价文献资源、提供查新报告

等多项服务：在研究进行的过程中及时提供最新资料

通告；在研究后期提供包括期刊论文、图像、数据源或

数字文本等资源的引导以及对引文管理软件如Ref-

Works或EndNote的使用等方面的服务。

要提供这种研究全过程的服务，对图书管理员的

专业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因此，康奈尔大学的20个

分馆都设有学科管理员，分别负责对口学科包括馆藏

建设、参考咨询、教学培训和院系联络等4个方面的

服务，为全程服务的实施提供了文献资源上的保障。

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必须的入力资源保障。学科馆员

是以学科划分业务工作并为对口学科的读者提供针

对性文献信息服务的图书馆员，即高校图书馆根据馆

员的专业知识背景和实际能力，指定拥有某一学科扎

实知识的图书馆馆员与对口院系建立密切联系，主动

为对口院系开展全方位信息服务的一种服务模式，这

是专业化信息迅速增加的结果。1998年清华大学在国

内率先引进了这-$1J度。目前国内众多高校也已经实

行，并根据自身的特点，形成了不同的学科馆员制度，

为促进学科文献的保障和利用、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起

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5口t,40但由于我国高校之间发展

的水平存在差距，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模式尚未完全改

变，学科馆员在服务高校科研工作、提升图书馆的服

务水平、增强高校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等方面的作用

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且受众多因素的影响相当数量

的普通高校甚至还没有建立学科馆员，使图书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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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研无法实现有效对接．从而影响了图书馆在高校

科研中的作用。因此，高校图书馆应该克服各种困难，

通过对现有的人力资源进行开发和引进专业人才等

途径培养学科馆员，使图书馆服务工作能贯穿于科研

的始终，发挥图书馆在高校科研中应有的作用。

3．提高馆员素质。提供个性化服务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在其提供的研究咨询服务中，

包括查询纸质或在线的信息资源；确定一个研究策

略：设计研究目录和数据库；为获得资助的提案或其

他报告提供文献检索；提供期刊论文、图像、数据源或

数字文本等的导航；对引文管理软件如RefWorks、

EndNote的使用等几个方面。但并非为每一个咨询者

提供上述全部的服务内容，而是根据咨询的基本信息

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如对本科生提供：学期论文或学

位论文撰写的指导、与项目团队的其他学生引文共享

等服务内容；为研究生提供：学位论文所需数据库及

其他资源的选择、为期刊投稿的论文进行引文规范、

对个人引文数据库进行编排和管理等内容；为教师提

供：对研究或为获得资助的项目确定资源、将大量引

文数据综合到初稿、为课程网站编排和演示资源材料

等内容。这种研究咨询除咨询者确定提交给某一馆员

以外，一般都优先交给康奈尔咨询团队的成员，以便

在2个工作日内回复读者。

这种根据不同研究者的需要提供个性化服务的

模式是高校图书馆在服务科研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一种基于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的服务。对馆员的知识

和能力的要求较高。一位优秀的知识馆员应该具备：

(1)掌握扎实的图书馆专业知识，这是开展个性化服务

的前提。(2)具备一定的学科专业知识，这是做好个性

化服务的必备条件。(3)具有较强的知识创新能力，这

是成功实施个性化服务的保证。(4)掌握现代科学技

术，这是适应信息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需要。(5)M时

还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这是能够充分利用外文资源

的需要。因此高校图书馆要营造一种学习型的图书馆

氛围，通过岗位培训、学术交流、知识讲座、继续教育

等方式，全面提高馆员的综合素质，造就～批能胜任

图书馆知识服务的专业化人才队伍，以便为形成专业

化人才团队开展知识服务。我国传统谚语“三个臭皮

匠顶一个诸葛亮”，强调的就是这种团队的力量，康条

尔大学咨询团队提供的个性化优质服务展示了团队

比个人的独立行为更能提升工作效能的原理。因此要

开展个性化的服务，需要全体馆员的参与。唯有提高

全体馆员的素质，才能围绕不同的科研项目有针对性

地开展服务，为科研人员提供全方位、综合性和立体

式的个性化服务。

三、结语

高校的科研工作是高校实现科学发展的动力源

泉，也是衡量高校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开展科研

工作中，科研人员需要图书馆提供信息资源支持，同

时图书馆直接参与科研活动，主动提供知识服务，也

必将推动图书馆的发展和进步。提升图书馆的核心竞

争力。因此，高校图书馆应更新观念，尽快完成从传统

图书馆的管理理念向适应信息时代图书馆管理理念

的转变，从资源建设、队伍建设、人员培训和素质提高

等方面人手，主动融入高校的科研服务之中，真正成

为高校教学、科研的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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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型组织，以推动高校的重点学科建设，实现知识创新。

3.期刊论文 李慧慧.Li Huihui 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研究 -情报探索2009(6)
    评述了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内容,并阐述了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即:知识服务推动了高校图书馆的全面发展,知识服务彰显

了高校图书馆的价值,同时也体现了图书馆价值的回归.

4.期刊论文 唐细英.涂国平 试论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 -甘肃科技纵横2009,38(3)
    文章论述了知识服务的内涵和特征;高校图书馆要与国际图书馆管理接轨,达到以增值和创新为目标的高质化服务,实现图书馆自身高度发展,高校图

书馆有必要实施知识服务.并提出更新高校图书馆的服务理念,为师生提供专业化、个性化服务,提供学科知识服务是当前高校图书馆开展知识服务的新对

策.

5.期刊论文 刘光华 对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再思考 -世纪桥2010(3)
    文章在论述知识服务及图书馆知识服务、知识服务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高校图书馆在知识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对策.

6.学位论文 尉迟文珠 试论我国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构建 2007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计算机、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知识资源浩如烟海，作为高校知识资源重要的存储与服务场所——高校图书馆正

面临与信息时代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高校图书馆为谋求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必须从自身的服务观念、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以及图书馆馆员素养等

多方面进行改变，满足高校用户群体特殊的个性化、专业化知识服务需求，实现高校图书馆新时期的发展。为此本文从六个章节阐述了构建我国高校图

书馆知识服务模式的设想。论文的体系结构如下：

    1．知识服务理论产生背景及其涵义：包括知识服务的起源、知识与信息的含义分析、知识服务与信息服务二者概念及关系分析、国内外知识服务研

究与实践现状。这部分的阐述为文章后面的论述起到理论引导作用。

    2．从现实出发探讨高校图书馆实施知识服务的必然性：内容涵盖高校图书馆馆藏资源——馆藏显性知识资源与隐性知识资源再认识；高校图书馆服

务需求再认识，即从高校教师和高校学生在知识经济时代对图书馆的新的要求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高校图书馆拥有的现代化技术再认识以及高校图书

馆日趋细化的服务内容再认识。

    3．知识服务案例分析——中国知网：以“中国知网”为知识服务实践案例，分别从“中国知网”的仓储资源、服务内容、服务特征三个方面进行阐

述，总结得出“中国知网”为用户提供的知识服务模式对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实践的三点启示。

    4．重点阐述构建我国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的构建分为三方面内容，内容一：建_上知识地图，改变高校图书馆原有

检索方式，为高校图书馆读者提供非线性化、个性化的检索服务；内容二：根据学校不同学历层次、不同知识需求、知识的不同需求为切入点，尝试性

提出针对专家学者与学科带头人、教师、本科生及博士与硕士研究生分别开展读者个性化知识服务；内容三：开辟高校读者与馆员交流空间，拓展馆员

与读者之间的显性知识外显与隐性知识提升，以提高二者知识挖掘、知识利用素养。

    5．着重阐述高校图书馆实施知识服务的策略：文章针对高校图书馆如何有效地实施知识服务这一问题，分别从四个方面提出知识服务的实现策略

，即：

    改变高校图书馆原有服务理念，树立知识服务管理机制；改进与完善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技术，提高知识存储、挖掘与整合能力；发挥高校图书馆

地域或系统优势，建立资源共同开发、共同享用合作机制；高校图书馆从组织层面着手，建设知识服务人才队伍。

    6．总结与展望：文章对构建我国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的思考进行了综合性总结，并提出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在未来实践中将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

7.期刊论文 徐玲 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研究 -中国成人教育2008(8)
    知识服务以用户需求为驱动,贯穿用户服务的全过程,高校图书馆的知识服务已成为图书馆服务的主要发展方向.本文论述了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内

涵和特点,提出了开展知识服务的必要性、实行"学科馆员"制度以及图书馆开展知识服务的模式.

8.期刊论文 吉呈花.JI Cheng-hua 论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必然性 -河南图书馆学刊2007,27(2)
    通过知识服务在高校图书馆创新服务中的作用.分析知识服务的理论基础.从知识服务的需求和发展特征出发,提出高校图书馆如何实施知识服务,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yxb201006034.aspx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91%9b%e6%85%a7%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Ge+Hui%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9%bb%84%e5%b1%b1%e5%ad%a6%e9%99%a2%2c%e5%9b%be%e4%b9%a6%e9%a6%86%2c%e5%ae%89%e5%be%bd%2c%e9%bb%84%e5%b1%b1%2c254041%22+DBID%3aWF_QK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sxyxb.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sxyxb.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6034%5e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6034%5e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6034%5e3.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6034%5e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6034%5e5.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0%89%e8%bf%9f%e6%96%87%e7%8f%a0%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sggzyyj200802025.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tsggzyyj.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a5%9d%e5%bb%ba%e5%9b%bd%22+DBID%3aWF_HY
http://d.wanfangdata.com.cn/Conference_7000006.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6%85%a7%e6%85%a7%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Li+Huihui%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qbts200906048.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qbts.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4%90%e7%bb%86%e8%8b%b1%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b6%82%e5%9b%bd%e5%b9%b3%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skjzh200903057.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gskjzh.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5%85%89%e5%8d%8e%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jq201003076.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jq.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0%89%e8%bf%9f%e6%96%87%e7%8f%a0%22+DBID%3aWF_XW
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144530.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e%90%e7%8e%b2%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crjy200808036.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crjy.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0%89%e5%91%88%e8%8a%b1%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JI+Cheng-hua%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ntsgxk200702022.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ntsgxk.aspx


及知识服务与信息资源建设的动态互补关系.

9.期刊论文 吴吉玲.彭澍.WU Jiling.PENG Shu 基于知识服务的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的思考 -井冈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30(6)
    从分析高校图书馆的知识服务和学科馆员入手,以知识服务为基础,依靠高校的资源和人力优势,构建出基于知识服务的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服务模式

,为高校用户提供深层次、专业化、知识化、特色化的知识服务,以提升高校图书馆的知识服务能力.阐述了学科馆员在知识服务中的定位及服务机制.

10.期刊论文 马彦格.Ma Yange 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社会化的体系研究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9(2)
    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对信息的需求与日俱增,高校图书馆向社会提供知识服务,是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社会责任.根据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社

会化体系的三个要素的特点提出了如下行之有效的措施:完善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社会化的管理;对社会用户实行"按需服务";依托信息资源,开展知识服

务,并且建立了功能齐全、界面友好的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的知识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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