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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原则和策略
陈敏
武汉轻工大学图书馆，湖北 武汉 430023
摘要：在互联网时代，高校图书馆从传统的收藏纸质书籍向数字化悄然改变。图书馆数字化涉及信
息资源加工、存储、检索、传输和利用的全过程。数字图书馆就是虚拟的、没有围墙的图书馆。在这种
自由的氛围下，人们可以不受地域、时间限制，可方便快捷地获取有效信息。目前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
还存在一些问题，建设数字图书馆，需要明确三大原则，即规范原则、服务读者原则、信息资源共享原
则。在图书馆管理上，应改变固有观念，加大对高校数字图书馆的资金投入，并注重管理方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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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of Digital Librarie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HEN Min
(Library of 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23,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Internet, librari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ave changed from the traditional
collection of paper books to digitization quietly. Library digitization involves the whol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processing, storage, retrieval, transmission and utilization. Digital libraries are virtual libraries, without
walls. In this free atmosphere, people can be free from geographical and time constraints, and have quick and
easy access to effective informa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librari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nd three principl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libraries should be
clarified, namely, the principle of norms, the principle of serving readers, the principl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In the library management, the inherent concept should be changed, the investment of digital librari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should be increased, and changes in managemen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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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时代，现代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极大

情况无疑不利于高校数字图书馆的整体发展。建设

地改变了信息资源的传递方式，使数字图书馆的建

高校数字图书馆须以满足高校师生的科、教、研需

设成为可能。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实需要的冲击

要为目标，其发展方向必然是以服务用户为主导。

下，虽然各大高校逐步改变了原本的馆藏结构和管

1 建设高校数字图书馆的时代背景和技术背景

理方式，但是目前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仍存在很多

近现代以来，许多关键技术的发展对图书馆的

不足。例如，文献信息服务水平有待提高、馆藏结

馆藏模式和建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互联网时

构布局还不够合理、数字化信息资源开发还不够全

代，缩微技术、多媒体技术、现代网络通信技术的

面等。另外，图书馆发展受限于历史原因、国家政

发展极大地改变了馆藏资源的载体形式，促进了数

策、人员素质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二三线城市的

字图书馆的建设。缩微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提

普通大学和重点大学的图书馆建设差异巨大，这种

高了文献资料的管理水平。其适用范围广、记录效
果好、稳定性高、存储密度大。通过缩微技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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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发展。随后，现代网络通信技术作为信息产业的

和实施标准，而规范化在高校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中

核心技术，突破了地域限制，从单纯传递信息逐步

无疑具有巨大的作用。比如规范化能够形成统一和

深入到综合处理信息。现代网络通信技术能够快速

相对稳定的管理体系，规范化的信息采集过程和信

提供给众多终端用户数字化的信息资源，为数字图

息整理过程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规范化的信息使

书馆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过程有利于提高文献服务水平，规范化的人员管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需要存储和传播的信息

理有利于服务众多终端用户 [4] 。图书馆管理人员通

越来越多，信息的种类和形式也更加丰富多样 [7] 。

过实施并不断完善高校数字图书馆管理体系，能够

传统图书馆因为各种限制，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人

提升整体馆藏信息水平，更好地满足读者的各种信

们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图书馆应运而生。

息需求；读者通过遵守高校数字图书馆的管理体

2 数字图书馆的含义和定位

系，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得检索结果。因此，在

2.1 数字图书馆的含义

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应该严格遵循规范原

数字图书馆是用数字技术处理和存储各种图文
[1]

文献的图书馆 。它把不同载体、不同地理位置的

则，以便获得最佳管理秩序和服务效益。
4.2 服务读者原则

信息资源用数字技术进行存贮，以便于跨越区域、

基于以人为本的思想，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必

面向大众实现网络查询和传播，实质上是一种多媒

须以满足高校师生的科、教、研需要为己任。高校

[2]

体制作的分布式信息系统 。数字图书馆包括数字

师生对信息资源的需求是有差异的。学生以学习为

化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系统，涉及信息资源加工、

主，对学习类的信息资源需求量更大，学生更渴望

存储、检索、传输和利用的全过程。数字图书馆不

接受最新的网络信息资源和电子资源；教师以教学

是实体图书馆，而是虚拟的、没有围墙的图书馆。

为主，担负教导学生和科研任务，侧重于教学类、

2.2 数字图书馆的定位

课题研究类的信息资源需求 [5] 。因此，要提高图书

数字图书馆是依托于网络的虚拟图书馆 [3] ，数

馆馆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意识，建立全新的、先进

字图书馆的建设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是

的管理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一切以读者能

以数字化资源为基础，第二个阶段是以数字集成为

够更快更好地获取馆藏信息资源为目标。遵循服务

基础，第三个阶段是以服务读者为基础。相对于传

原则，有利于高校图书馆的资源更好地利用。

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的一大优势就是能够提供给

4.3 信息资源共享原则

众多的终端用户各种信息服务，避免了传统图书馆

高校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与现代通信技术、多媒

的诸多限制。建设数字图书馆的目标就是整合已有

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为使各大高校

的信息资源，给读者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服务。

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弥补彼此的不足，更好地满足

3 高校数字图书馆的当前状况和存在的不足

用户需求。遵循信息资源共享原则可以有效避免重

在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革中，高校图书馆

复收藏，减少物力、人力和管理成本的浪费 [6] 。此

建设在电子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方面虽然取得了可

外，共同建设数字图书馆，增强馆际之间的协作，

喜的成绩，但仍在发展阶段，文献信息服务水平有

有利于高校之间交流经验，相互促进，推进数字图

待提高，馆藏结构不够合理，对数字化信息资源开

书馆的建设工作[7]。

发不够充分，图书馆馆员服务用户的意识还较薄

5 建设高校数字图书馆的策略

弱，新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由于资金问题、场地

5.1 改变固有观念

问题、历史问题、政策问题、技术问题和其他诸多

我们要进行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思维的改变

限制条件，各大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化发展极不平

往往是第一步，从时代发展看，正确的思维使我们

衡。由于经费紧张、数字资源的经费比例低，高校

事半功倍，以往陈旧的图书馆办馆思维已经不适

数字图书馆建设的进程比较缓慢。

应。所以要转变观念，抛弃以往不合理的办馆思

4 建设高校数字图书馆的三大原则

想，重视广大用户体验，大力培养专业图书馆学人

4.1 规范原则

才，提高图书馆馆员素质。同时，要采购先进成熟

根据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人们对其制定科学

的数字化产品，坚持优质、实用的标准，结合现代

的、合理的制度被称为规范，规范化就是遵守规则

科技改变馆藏结构和图书馆管理体系，提高文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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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水平，使读者能够便捷高效地从数字图书馆中获

式需要改变，用户信息导航和信息系统管理维护等

取文献资源，得到更加现代化的信息服务。

新型图书管理部门作用增强。高校图书馆需要改

5.2 加大对高校数字图书馆的资金投入

变、重建新的管理方式，提升馆员整体素质，加强

数字信息资源建设是数字图书馆顺利发展的基

馆员的服务意识，为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给予全方

础。购买数据库、自我研发数据库以及数据库维护

位的支撑和保障。

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然而，国内高校数字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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