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12 月第 39 卷第 6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13 •

·中医药信息研究·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共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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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信息社会的高速发展，人类进入到了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成为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
作为数字资源存储中心的图书馆也进入到了大数据时代，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化资源应用及共享成为图书
馆发展的必然趋势。针对目前我国大学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共享建设问题，分析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的
现状，阐述数字化资源共享建设的必要性，并提出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的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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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igitalizing Resource Sharing in Libraries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XU Hui1, LI Bao-qin1*, ZHOU Ying2, SUO Ma1
(1.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40, China; 2. Wuhan College,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ociety, mankind has entered the era of big data and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the main channel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s the digitalizing resource storage centers,
libraries have also entered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application and sharing of digitalizing resources in libraries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library development. Targeting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ng of digitalizing resource sharing of libraries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in China,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digitalizing resources, expounded the necessity of
building digitalizing resource sharing, and put forward the concret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digitalizing resources in libraries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Key words: big data; libraries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digitalizing; resource sharing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全面融

单一纸质资源逐渐演变为数字化资源，而互联网也

入了社会生活，随之而来的数字化信息资源的增长

逐渐成为数字资源获取的主要渠道。图书馆服务在

速度也在加快，社会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

原有的浏览、借阅功能的基础上，同时亦须有信息

段——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概念已经应用到各

交流、自主学习、资源储存与共享的功能。

个专业领域中，高校图书馆作为数字化信息资源传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图书馆数据的来源更

播的重要领域，也受到大数据时代的重要影响。探

为广泛，信息资源也变得更为多样。高校师生对智

析高校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资源从原本

能数字信息资源的迫切需求，对高校图书馆的管理
和服务提出了新挑战，图书馆需充分依托大数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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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数字化资源共享问题一直停留在纸面上，而得不

需求，让图书馆完全变成了大学的学习中心，有利

到真正的改观和落实。

于增强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

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在数字化资源建设上普

3 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共享的对策

遍投入较大，绝大多数高校图书馆都配备了适合本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共享必须结合大数据特点

校专业特色的数字化资源，特别是“211 院校”

和资源现状，以读者需求为导向，博采众长，突出

“985 院校”，这些高校的教学资源、科研资源非

特色，有计划的实施。

常丰富，已经走在了数字资源共享的前列。但是，

3.1 增强共享意识，推动数字化资源共享建设

由于我国高校图书馆在管理模式上仍是独立管理，

数字化资源共享建设是一个加工整合后的概念，

图书馆的资源仅限于本校师生使用，在数字化资源

“建设”和“共享”是同时的，类似于权利和义务

建设方面还没形成成熟的方案。因此，高校图书馆

的关系。长期以来，各大高校图书馆仍停留在传统

面临信息资源利用率低、资源重复使用等问题，其

思想和保守主义上，图书馆建设一直以满足自身教

共同原因就是各高校图书馆之间缺少沟通，缺乏合

学、科研及学科建设为主，停留在自我建设的理念

作意识，没有搭建成熟的数字资源共享平台，没有

上。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建设的图书馆往往会造成

构建完善的资源共享机制。

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共享、重复建设等问题。因此，

高校图书馆的馆藏模式在互联网环境的基础

应该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增强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上，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图书馆作为高校科研、教

的意识。数字化资源应建立在各高校图书馆共建的

学的文献保障中心，仅靠自有数字资源和馆藏的纸

基础上，各个高校图书馆无论规模、资源的存储量

质图书文献已经满足不了高校师生的教学和学习需

大小，都可以成为资源的共建及共享馆，既可以输

求。因此，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建设必须向虚拟

出资源，也可以共享资源，既有共建的义务，也有

化、网络化方向发展，而数字信息资源共享建设在

共享的权利。

高校图书馆的馆藏建设中越来越重要。作为高校图

3.2 改进管理制度，建立共享机制

书馆，必须拥有足够丰富的数字资源，才能满足高

由于各高校图书馆办馆规模不一，资金投入不

校的教学和科研要求，提供最方便快捷的服务。

均衡，数字资源购买量不一，对资源共享的贡献及

2 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共享的必要性

需求有着较大差异。要使各高校图书馆携手合作，

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共享，就是通过互联

保障数字资源共享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改进管理制

网，将数字资源整合、传递。与传统纸质图书资源

度，建立协调、共享机制。管理制度发挥着十分重

相比，数字化资源的信息承载量和传播速度都具有

要的作用，改变现有的各自为政、独立管理的制

明显优势，而数字化资源共享对高校图书馆的建设

度，实行馆内协调、馆际互助的方式，利益共享，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建立良性互动关系，进而有效地突出高校图书馆数

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共享的建设，可以将各大高
校的优质数字资源整合到一起，可以共享各个高校

字资源共享的作用。
3.3 加快高校图书馆数字化、网络化建设

的专业特色资源，针对读者的不同需求，为各高校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字化信息资源的大量涌

开展教学、科研及管理提供大量的参考资源，有利

现和广泛应用，为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共建共享创

于完善教学，促进相关专业学科的发展。

造了良好的大环境，提供了基本的条件。要实现全

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化资源共享，还可以缓解教

国各大高校之间、区域高校之间图书馆的数字资源

学资源供需不平衡的矛盾，缩小院校数字化资源的

共享，就必须建立统一的系统，而且图书馆信息技

差距，促进不同层次高校图书馆的共同发展。对充

术的发展要向数字化、网络化发展。利用互联网这

分利用数字信息资源也是一种很好的手段。各高校

个渠道建立资源共享的统一系统，就要求建立海量

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共享有助于解决资源分散建设存

存储系统，装备高端服务器，不断完善高校图书馆

在的购买资源的成本高、重复建设等问题。资源的

的网络环境，整合各高校的数字资源，形成一个系

共享共建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体现了资源的价值，

统的数字化资源体系。这个体系中，各高校根据自

促进各种数字资源合理配置。另外，高校图书馆资

己的专业情况各取所需。

源的共建共享也满足了读者多样化、自主化学习的

同时，引进适应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建设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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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才，在馆员中积极普及信息处理技术，让更

佳选择，联合建库方式在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中比

多的馆员具备建立数字图书馆的技术要求。

较常见

3.4 构建法律保障体系，保障各高校图书馆权益

4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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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法律体系是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共享建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高校图书馆的发展带来

设的重要保障。数字化资源的共享建设是一个系统

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数字化资源共享建设也

工程，需要多个高校合作进行。为了保障各高校图

将成为高校图书馆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和契机。构

书馆的权益，就要制定相应规定，确保各高校图书

建数字化资源共享机制是我国高校图书馆自身发展

馆尽到义务，享受权利。另外，在规定制定之前，

的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数字化资源共

尽可能地预测在共享建设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制定

享建设可以促进高等教育更好更快地发展。

可行的解决方案，构建成熟的法律体系，使各高校

如果说传统图书馆承担了储存文明、传播文明的

图书馆真正分享到数字化资源共享的益处。

重要功能，那么大数据背景下的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资

3.5 整合各高校特色资源库，实现资源共享

源共享，必将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近些年来，全国各大高校图书馆在数字化资源
建设中，大都已建成了相当数量的特色数据库，特
别是一些综合类和专业特色比较明显的高校都建有
自己的特色资源库。可将这些特色资源中的部分内
容进行整合，形成高校数字化资源共享建设中的有
机组成部分，将会为各高校师生教学、科研、自主
学习深造提供系统化的信息服务。
建立特色数据库是一项较大的工程，单靠一馆
之力很难完成，需要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广
泛协作，发挥各种优势，共同建设。性质、功能相
似的图书馆在其特色文献资源建设时总会有相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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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的部分，如果各自去开发，则会造成大量人力物

（收稿日期：2015-10-19）

力的浪费，因而联合建库是避免资源重复建设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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