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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变革探析
郑红月，蒋丽平，李如辉
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鉴于图书馆界对“大数据”基本未作出应有反应的现状，本研究就“大数据”概念与历史发展及
其由来、“大数据”战略价值、“大数据”时代高校图书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对策等作一探讨，以冀引起
业界对“大数据”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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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University Library Service Reform in the Era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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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library community basically has not yet made proper response to Big Data, this article
elaborated the concept，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origin, the strategic value of Big Data,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university libraries encountered in the era of Big Data, in order to draw public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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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信息技术热点的形成日益呈现出“加速”

溯到上个世纪末，1998 年，美国《科学》
（Science）

趋势。目前，继数字图书馆、移动图书馆、物联网、云

杂志在介绍某计算机软件时就曾提及“大数据”一词。

计算等热点之后，“大数据”（Big Data）无疑已登居

与麦肯锡咨询公司报告以及近年来所讨论的“大数

IT 热词之榜首。尽管诸多学者已经或正在努力地描绘

据”概念最为接近的文献则出现在 2008 年英国《自

着“大数据”时代的崭新图景——“大数据”对世界的

然》
（Nature）杂志推出的“大数据专刊”
。

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尽管以信息服务为核心职能的图书

国内外知名媒体对“大数据”的专题报道，尽管

馆在这场变革中难以置身其外，但毋庸讳言，迄今为止

对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在定义上又有着基本共

还没有引起图书馆界足够的重视——图书馆界基本上

识——数据数量的大小、通信及其便利并非“大数据”

还没有作出反应。有鉴于此，本文试就“大数据”概念

的本质，“大数据”的特质在于在海量数据中快速获

与历史发展及其由来、
“大数据”战略价值、
“大数据”

取所需信息、学到知识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时代高校图书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对策等作一探

（Viktor Mayer-Schönberger）教授在其著作《大数

[2]

讨，以冀引起业界对“大数据”的关注。

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中认为，“大

1

数据”并非一个明确的概念，“大数据是人们在大规

“大数据”概况

1.1 “大数据”概念及其历史发展
一般认为，“大数据”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相对

模数据的基础上可以做到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小规
模数据的基础上是无法完成的；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

定型、在核心内涵认识上达成共识的概念，见于美国

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大数据还是改变市场、

信息存储资讯科技公司（EMC）在 2011 年 5 月召开的

组织机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
”

“EMC World 2011”大会上，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
（Mckinsey & Company）在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大

[3]

1.2 “大数据”的由来
“大数据”衍生于信息数据数量上的持续“加速”

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前沿》中用“大

增长。美国著名市场研究公司 IDC 研究显示，全球信

数据”这一概念表述“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

息数据量以年均 50%的速率迅猛增长，2011 年全球新

[1]

个前沿 。倘若着眼于一般用词，其历史则又可以回

[4]

增数据量高达 1.8 ZB（1 ZB=10 亿 TB） 。美国南加
州大学的学者在《自然》杂志中撰文指出，人类信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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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穿戴式终端等移动终端的普及，以及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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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信息化应用、传感器、摄像头

做出相关决策，而无需去探究其因果关系。例如，超

等 方 面 的 快 速 发 展 ， 原 生 的 （ Born–digital

市只需知道暴风雨之前，手电筒和糕点销量呈正相

resources）
“非结构化数据”剧增，并成为“数据资

关，而做出将两者放置在一起销售的决定，无需去考

[4]

源的主体”
，目前，已占数据总量的 80%以上 。海量

虑其中的因果关系。

的、杂乱无章的数据中蕴藏的巨大价值引发了对于数

3

据处理、分析、挖掘的巨大需求，这样便催生了“大

3.1 机遇

数据”概念与相关技术。
2

大数据时代高校图书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大数据时代为高校图书馆数据采集提供

“大数据”的价值

了不竭的来源，成为新知识的主要来源。多样性特

2.1 “大数据”的战略意义

征明显的海量数据中所蕴藏的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大数据的真实价值就像漂浮在海洋中的冰山，

为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各行各业拓展市场、深化服务

第一眼只能看到冰山的一角，绝大部分都隐藏在表面

提供了可能。以著名的“美国塔吉特（Target）超

[3]

之下。” “大数据”的价值有如浪里淘沙，却又弥

市婴儿尿布事件”为例，塔吉特公司通过数据挖掘

足珍贵，目前已经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国家战略高度

发现某高中女生在孕婴用品页面停留较长时间，准

的重视，2012 年 3 月 29 日，美国政府宣布推出“大

确地预测到该女生怀孕的事实，并向其发放母婴用

数 据 研 究 和 发 展 计 划 ”（ Big Data Research

品优惠券。高校图书馆服务自然理无二致，高校图

Development Initiative）
，斥资两亿美元研发采集、

书馆亦可通过对读者借阅信息的数据挖掘，精确推

[6]

组织和分析大数据的工具及技术 。

送其感兴趣的图书信息。

就高校图书馆而言，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服务于

其次，大数据时代为高校图书馆提供了数据采

高校图书馆发展策略的制定、业务的转型拓展与提升

集、分析及处理技术，如二维码技术、无线射频识

等，已经成为高校图书馆行业层面的战略课题。

别（RFID）技术等，高校图书馆应用这些技术采集、

2.2 思维范式变革

处理数据信息，深化拓展自身服务。

“大数据”最具颠覆性的影响在于其对思维范式

第三，尤为重要的是“大数据”为高校图书馆提

的变革，即抛弃对样本、精确性、因果关系的执迷，

供了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如前文所述，思维模式的

转而接受整体、混沌、相关关系，更好地知觉当下以

变革在于——变局部为整体，变精确为混沌，变因果

及正在发生的未来。对高校图书馆而言，提高对数据

联系为相关性。这对高校图书馆如何敏锐发现读者信

资源的重视程度，以大数据的思维看待数据，也许能

息需求的变化尤为重要。

更敏锐地觉察读者的信息需求的变化，从而为其提供

3.2 挑战

更优质的服务。
2.2.1

变样本为总体

首先，大数据时代，媒体资源愈发让人眼花缭乱，
人类曾经长期习惯于抽样、

高校图书馆对读者（尤其是自控能力较弱的年轻大学

局部、片面数据，甚至仅凭经验等主观感受去探寻未

生）的吸引力在下降，读者争夺将更加激烈，高校图

知领域的规律，由于样本量有限，获得的认识难免不

书馆读者流失问题可能日益突出。

同程度存在着表面、肤浅、扭曲等问题。大数据时代，

其次，数据分析处理服务日趋成为高校图书馆服

全数据分析模式将逐步取代样本分析模式，进而深入

务的主业，柜台服务将日益减少，甚至退出历史舞台，

探寻其内在规律，获取新知。

这对高校图书馆的数据处理能力、服务品质提出了更

2.2.2

高的要求。

变精确为混沌

“大数据”海量、多样、实

时变化的特性，使人类获取数据信息的准确性降低，

第三，数据安全保护难度增大，大数据技术将“数

混沌因此而无法避免，这就意味着“小数据”时代的

字化生存”逐渐转变为“透明化生存”，知识产权、

精确性思维向“大数据”时代的混沌性思维转变。

商业利益、公共安全受损的可能性增大，高校图书馆

2.2.3

的读者隐私安全及数据知识产权等权益将更难保障，

变因果为相关

“社会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抛

掉对因果关系的执迷，代之以简单的对应：不知道为
什么，而知道是什么；这将推翻数百年的既定作法，
挑战我们对于如何决策、如何理解现实的最根本的认
[3]

识” 。即人们只需通过相关性预测未来结果，从而

读者隐私、知识产权被泄漏或滥用的风险在增大。
第四，大数据对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素质、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图书馆相关技术人才的缺
乏问题将更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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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高校图书馆的对策

4.1

从非结构化数据角度突出特色资源、核心资源

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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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网、BBS（Bulletin Board System，电子公告板）
等社交网站则是及时了解读者需求的重要途径。
4.5 切实保护读者隐私，尊重知识产权

大数据时代，数字资源日益丰富，但也存在着馆

在“透明化生存”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切实保障

藏资源趋于同质化的问题，因而高校图书馆从非结构

读者隐私、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任务更为艰巨，完

化数据这一崭新的角度出发，围绕自身特色、优势学

善有关制度并严格执行显得尤为重要。

科进行专题数据采集，打造特色馆藏资源、核心馆藏

5

资源并实时更新变得十分重要。
4.2 引进、应用与研发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技术包括海量数据的采集、存储、计算等。

小结
“大数据”是高校图书馆未来发展无法逃避的发
[7]

展趋势 ，但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对数据的重视程度
不足，收集数据、挖掘数据意识不强，制约了高校图

数据采集用 ETL 工具（Extraction Transformation

书馆信息服务的进一步发展。技术上的难题往往不难

Loading，数据提取、转换和加载），包括 OWB（Oracle

解决，思想上的轻视才是问题的关键。以信息服务工

Warehouse Builder，适用于 Oracle 数据库的综合工

作为己任的高校图书馆，如何以“大数据”的思维重

具）
、ODI（Oracle Data Integrator，适用于 Oracle

新认识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工作，如何利用大数据

数据库的数据集成类工具）等；数据存储包括云存储、

技术将已有的数据资源进行有序组织、深入挖掘与开

分布式文件系统等；数据计算包括 Hadoop 大数据分

发，如何敏锐觉察读者信息需求与信息获取习惯的变

布式处理软件框架（基于 Java 语言构建的分布式处

化，如何进一步推动数字图书馆、移动图书馆的发展，

理大数据平台）、Map Reduce（适用于大规模数据集

成为高校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关键。

并行运算的编程模型）等。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势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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