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10 月第 40 卷第 5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5 •

【引文格式】李明.网络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拓展与创新[J].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16,40(5):5-8.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6.05.002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拓展与创新
李明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图书馆，山东 菏泽 274611
摘要：网络新媒体环境对高校图书馆的开架服务、信息流通和服务方式等都产生了影响，高校图书
馆需要从技术、人才、管理等角度细化流通服务的构建要素，从推广电子图书、实现线上沟通互动、全
面使用媒体功能等方面拓展流通服务方式，通过主动数据分析完善服务缺失、多重端口架设拓宽信息渠
道、网络功能创新转变服务模式等对流通服务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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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irculation Services of Libraries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der the
Network New Media Environment
LI Ming
(Library of Heze Medical College, Heze Shandong 274611, China)
Abstract: Network new media environment has created effects on the open-shelf service, information flow
and service modes of libraries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Libraries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hould detail the
construction factors of circulation services from the aspects of techniques, personnel and management, and then
extend circulation service modes from the aspects of e-book promotion, realization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full use of media functions. Circulation services are innovated through active data analysis to perfect services,
setting up multiple ports to broaden information channels, and network function innovation to transform service
modes.
Key words: network new media; libraries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circulation services
网络新媒体改变了高校图书馆的流通服务模

要大量库存的支撑，而网络新媒体环境下电子图书

式，彻底摒弃了时间、空间的制约限制。新媒体环

及期刊将大大降低库存的压力，提高读物的传播效

境为用户创建了更为直接的服务渠道，实现了高校

率，降低高校图书馆的维护成本。在数据库体系的

[1]

图书馆流通服务功能的全面提升 。我国高校图书

支撑下，流通服务逐渐转变为数据服务，而未来的

馆的发展凭借着计算机网络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提

发展方向也是纸质资源与电子资源融合的发展模

升，尽管各类图书、期刊文献、报纸杂志等流通服

式，实现了高效率、低成本的集约型高效发展[2]。

务的传统模式并没有改变，但是信息的传播和使用

1 网络新媒体环境对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的影响

效率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以往的流通服务需

网络新媒体环境为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带来了全
面优化，实现了良好的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了开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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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于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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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接新媒体人才的招募培训

传统的图书馆开架服务是为了保证图书使用的

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的构建需要相应的人才来

安全性、整洁性而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用户

执行，因此对接新媒体人才的招募培训必不可少。

的使用需求，而且一旦图书出现污、损、失等现

网络新媒体环境要求图书馆员能够从技术、使用、

象，会受到图书馆方面的惩罚。而在网络新媒体环

管理等层面将其融会贯通，能够将计算机信息技术

境下，图书服务将针对传统开架服务的弊病而进行

良好的应用，进而研发适用于高校图书馆系统和用

优化，利用网络新媒体服务平台实现馆藏资源的共

户使用软件，而在执行层面更要相关管理人员能够

享，降低图书的使用压力，进而保证图书使用的安

理解流通服务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的功能、流程等

全性和整洁性，从客观层面推动了高校图书馆的开

要素，并能够良好地引导用户使用，因此要加强对

架服务进程，令其服务质量能够有本质的提升，确

新媒体人才的招募培训。

保流通服务的功能性提升。

2.3 管理和服务流程与时俱进

1.2 提升高校图书馆信息流通效率

传统的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在网络新媒体环境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能够

中并不适用，因此需要简化和优化，在流程上要保

有效的实现无纸化办公，简化了传统服务模式的很

证适用于用户使用习惯和提高用户体验，工作人员

多环节，如信息记录、图书整理、图书库存、图书

要对用户进行引导和及时反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查询、时限设置等，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高校图

下对用户需求进行整理，从而全面实现流通服务的

书馆实现数据流服务，不但节约了人力、物力成

高质、高效。总体来看，网络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图

本，同时，减少用户排队时间来进行图书的借存

书馆流通服务的整体流程要保证顺畅，需要管理的

和使用，整体的信息使用效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

实时监督和控制，从而使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能够

提升。

及时解决，进而保证流程不断完善。

1.3 提高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质量

3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拓展方式

高校图书馆的流通服务方式多是点对点的交接

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的拓展需要全面的结合网

服务模式，即用户、书、图书馆之间的业务关系，

络新媒体信息技术，从电子图书的推广、线上沟通

而网络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则直接

互动的实现、媒体功能的全面使用来具体实施，进

将用户和书建立了点连接，用户省去了信息渠道流

而保证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的顺利实施。

程的时间，大大增加了服务方式的灵活性。用户在

3.1 推广电子图书，缓解存借压力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能够直接提出需求并立即得到反

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流通服务

馈，实现用户的一站式服务体系，提高了高校图书

需要根据传统模式的不足来进行优化，传统的图书

馆的流通服务质量。

大量库存、折旧和丢失造成了高成本，很难满足用

2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构建要素

户对于热门图书的需求，因此高校图书馆的流通服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流通服务能够

务需要推广电子图书，从而保证用户需求 [4] 。另一

有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是构建网络新媒体环境需要

方面，电子图书不但能够保证图书信息的高效传

从技术、人才、管理等层面进一步优化。因此，需

播，同时能实现高校图书馆的低成本模式，高校图

要高校图书馆转变以往的流通服务模式，以实现资

书馆需要结合现代化计算机信息技术，保证电子图

源优化配置和服务模式的平滑过渡。

书的全面推广。在初期以用户需求量较大的图书为

2.1 网络新媒体功能的技术实现

主，而后根据设计目标来进一步完善，从而为用户

网络新媒体环境将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于高校

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电子图书服务。如北京中医

图书馆流通服务之中，能够将流通服务从平面化转

药大学在优化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过程中，选择性

为立体化，而这种转化需要全面的技术实现，通过

地将一些位于医学前沿的图书进行了数据化处理，

技术的不断研发来不断的优化服务体系，进而通过

用户能够通过校园内网第一时间查询、检索自身所

服务模式的创新来实现发展。因此，计算机信息技

需要的信息，同时网站提供了目录检索功能，用户

术是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的根基，所有技术手段的

能够有选择性地进行图书内容的归集和保存，较大

实现都是基于用户需求的服务理念延伸。

程度地缓解了该校图书馆的馆藏压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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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根基，更为全面的满足用户需求。

3.2 线上沟通互动，提高服务效率
通过网络新媒体信息技术，高校图书馆能够建

4.1 主动数据分析，完善服务缺失

立信息平台和网页式即时通信小软件，和用户建立

随着高校图书馆用户需求的多元化、个性化发

快捷沟通渠道，从而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展，高校图书馆在新媒体环境下势必会针对不同的

全面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来提高流通服务的效率。在

用户需求进行服务层面的创新，而这种转变需要大

线上沟通的过程中，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能够准确

量数据分析和处理才能够完成，需要借助计算机信

定位客户需求，不但能够从现有的数据库中找到用

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进行用户检索习惯的数据分

户需要的图书信息，同时能够第一时间检索数据库

析。具体来看，根据同类用户的检索习惯和规律来

中没有的图书，从而进行数据库补充，通过服务层

保证流通服务的有效性，通过数据层面的创新来分

次的横向、纵向延伸来保证用户需求的满足和自身

析和处理用户需求，进而在数据化图书的过程中有

[2]

数据库的增进，最大程度地提高服务效率 。如安

针对性地考量到用户需求，从而保证服务流通功能

徽医科大学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流通服务

性的提高，避免了大量图书资源数据化的无效性。

效率，将校园网站添加了社交网络互动通信软件，

在主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将用户需求

用户如果检索不到自身所需的图书信息资料，可以

细化分析，如图书类别、图书年限、图书作者，这

和馆员进行线上沟通，在表明需求后，馆员会进行

样能够更为全面地保证检索、收录范围的缩小，提

信息的搜集并反馈，如果图书并没有纳入到数据化

供更高效率的图书流通服务，同时在数据收录过

信息系统中，馆员会第一时间进行回复，并预约到

后，主动提醒用户可以进行图书的使用，保证信息

馆借书时间，进而优化了服务质量，提高了服务效

服务时效性的提高。通过主动数据分析，能够有效

[6]

率 。

地完善高校图书馆的服务缺失，在不断优化的数据

3.3 完善媒体功能，提升用户体验

分析系统下，满足了差异化的用户需求，实现服务

通过计算机信息技术，高校图书馆能够通过更
加全面的媒体功能来提升用户体验，进而实现用户

模式的创新。
4.2 多重端口架设，拓宽信息渠道

满意度的增长。从功能性来看，高校图书馆并不是

网络新媒体环境保证了高校图书馆可以实现多

被动的进行信息的传播和使用，而是通过高效的服

重端口架设，有效地拓宽信息渠道，是信息归集、

务手段和灵活的服务方式来提升用户体验。在图书

整理层面的创新。通过网络新媒体的数据整合，高

的数据化过程中，加入关键字、词查询系统，不仅

校图书馆能够更为全面、迅速地进行资源整合，在

仅是标题的检索，同样对于内容也能够进行检索，

多重端口下尽可能地搜录更多的图书，并将之进行

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能够从媒体功能性上得到更为舒

数据化，用户在电子书的使用上将更为迅捷。具体

[7]

适的体验度 。另一方面，媒体功能会提升效率，

来看，在多重网络端口中，不但能够将传统渠道的

以往图书的收录要经历选择、购买、库存管理等漫

图书进行数据化，同时能够整合网络资源，保证了

长的等待，而数据化图书信息后，能够第一时间将

信息来源渠道的多元化和国际化，用户能够使用前

图书的流通性增加，用户能够使用更多专业化较强

沿的数据，提高了图书流通服务的质量。例如美国

的文献、图书和专著。例如菏泽医学专科学校，在

哈佛大学不但收录了本国的相关前沿图书信息，同

媒体功能的实现上处于全国专科类院校前列，不但

时利用人工检索、网络检索、电脑检索的方式，将

数据化大量的馆藏图书，同时将用户的检索需求和

世界范围内的图书资源进行整合，包含了翻译功能

习惯通过计算机进行了处理和分析并予以反馈，针

的实现，这样能够有效地为用户提供更为全面的图

对用户需求有效地进行了媒体功能的加强，提升了

书流通服务，保证了用户能够快速、直接、便捷的

[8]

用户体验度 。

进行信息使用[9]。

4 网络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创新策略

4.3 网络功能创新，转变服务模式

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不但

网络新媒体环境为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提供了

要优化，更要创新。通过主动数据分析来完善服务

更多的功能选择，因此高校图书馆需要根据自身需

缺失、多重端口架设来拓宽信息渠道、网络功能创

求进行创新来转变原有的服务模式，将图书流通服

新来转变服务模式，从而保证流通服务以创新为发

务由被动转为主动。具体来看，高校图书馆的流通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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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可以通过新媒体来进行数据的归集和整理，图

络新媒体环境恰恰能够满足变革的需求，顺应时代

书的检索不再是通过人工进行，而是可以根据用户

发展的趋势，进而推动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的发

需求来进行，同时能够实现批量图书的转化、图片

展，创造更多的服务价值和社会价值。

数据的文字转化、多种格式文件的互通转化，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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